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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超大城市功能疏解与城市分工

[编者按]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持续高速发展，大城市数量和人口规模不断增长，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及重庆等城市人口已超
过1　000万，成长为超大城市。超大城市在发挥区域引领和辐射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房价高企、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和资源紧张等“大
城市病”。在此背景下，通过超大城市的功能疏解和合理分工，缓解“大城市病”，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为业界讨论的焦点。本期“规
划师论坛”栏目以“超大城市功能疏解与城市分工”为主题，对北京、上海、广佛都市区、深圳、重庆和武汉城市圈的功能疏解与
城市协同、分工协作进行了思考，以期为读者提供有益参考。

特大城市功能格局和集聚扩散研究：以北京为例

□　杨　烁，于涛方

[摘　要] 功能格局 ( 或者说就业区位 ) 与集聚扩散一直是特大城市产业疏解的研究重点。文章基于大城市就业区位和功能
集聚的一般规律，以及日本首都圈疏解的案例经验，利用北京市全国第二、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研究了 2008 ～ 2013 年北
京的就业区位和产业集聚扩散趋势。研究表明，特大城市周边的近郊区经历了较大幅度的产业结构变动，且不同产业体现出
各异的集聚扩散规律：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不均衡性增强、生活性服务业的空间均质化、公共服务业的地区差异增大。在此
基础上，文章对未来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发展进行预判，指出中心城区周边地区未来可能出现的人口及设施压力。
[关键词] 就业区位；产业集聚；产业扩散；北京
[文章编号]1006-0022(2018)09-0005-06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 杨烁，于涛方．特大城市功能格局和集聚扩散研究：以北京为例 [J]．规划师，2018(9)：5-10．

Employment Locations And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f Megacities, Beijing/Yang Li, Yu Taofang
[Abstract] Employment locations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ve been focus issues of functional decentralization in mega citie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general process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experience in the capital region of Japan, and analyzes changes 
in employment locations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levels in Beijing based on enterprise census from 2008 to 2013. It is found that 
dramatic proportion changes occurred in the vicinity of Beijing urban area. Different industries showed their distinctions on location 
choices.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ies showed a trend of less spatial equilibrium, life-support service industries became more spatially 
homogeneous, and gaps in public service industries among regions widened. Additionally, this article made a prediction on potential 
pressure on facilities in the surrounding of Beijing urban area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Employment locati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dustrial decentralization, Beijing

随着城市规模日趋扩大，城市中心的土地稀缺、
交通拥堵等问题使特大城市逐步进入功能疏解阶段，
迁出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零售批发等，为高端产业
提供土地。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关键环节，需要同时尊重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发挥
政府职能。本文即着眼于探索在大城市的产业疏解过
程中，不同产业集聚与扩散的客观规律。

就业分布体现了城市生产活动区位和分工布局，
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体现，而各行业从业者的分布
可反映出城市的功能分布与产业集聚状态。本文即

从就业分布入手，尝试以日本首都圈 1990 ～ 2010
年的发展历程探索大城市产业疏解和功能分工的一
般规律，并根据北京市全国第二、第三次经济普查
数据的法人单位记录，考察北京的产业集聚与扩散
规律，为产业疏解提供参考。

1大城市就业区位与功能集聚的一般规律

自 20 世纪起，随着规模扩大，西方大城市及特
大城市逐渐突破传统的“单中心格局”，进入郊区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6BGL203)、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资助项目 (2014z0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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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价，引发产业向外扩散，并逐步在外
围形成新的次中心。哈里斯 (Harris) 和
乌尔曼 (Ulman)1945 年提出的城市多中
心结构即包含了外围商业区与郊区工业
区次中心。在这两个模型中，轻工业位
于CBD周围。而在当前功能疏解背景下，
制造业、零售业等开始外迁，城市功能
正经历新的布局调整，需要新的产业分
布理论。

在产业外迁中，制造业往往最早开
始外迁，零售业等紧跟其后，而 FIRE 行
业 ( 金融、保险、不动产 ) 需要与其他
企业机构面对面交流，因而最难外迁。
除了不同行业外迁的速度差异，郊区产
业园的新建也带动了城市各产业的差异
化布局，形成不同的地方化经济。

2他山之石：平成危机后日本首都圈

地区功能变迁借鉴

不只北京，世界其他特大城市也经
历着城市功能布局的重构。20 世纪 80
年代，采取“外需主导型”战略的日本
面临不断的国际贸易摩擦。1985 年，
美、日等国签署《广场协定》，日元大
幅升值，抑制出口；加之 1990 年 5 月
后的紧缩性金融政策影响，股市开始大
幅下跌，日本陷入长达十几年的“平成
萧条”。而这期间，日本首都圈①逐步
完成了城市产业转型和功能布局调整。
对日本首都圈在此期间功能疏解与扩散
的回顾，可为北京或京津冀未来的预判
提供依据。

日本首都圈在此期间通过首都圈基
本计划调整其产业空间分布。东京都一
方面向周边城市疏解人口、产业，形成
分散性的都市圈网络结构；另一方面则
强化其国际金融职能和高级管理职能，
避免其退出世界城市行列 ( 表 1)。

在产业疏解和城市分工过程中，首
都圈的发展历程体现出如下规律：

(1) 大城市核心同周边地区在都市
圈网络布局下的功能分工与协作。东京
都与近郊三县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的结

填充阶段和卫星城建设阶段，有机疏散
城市功能，进而形成“多中心”的“星
云状都市区”。进入 21 世纪以来，连
绵的巨型城市区域兴起，大巴黎、大东
京等地区规划纷纷采取多中心策略。
与此同时，国内北京、上海人口突破两

千万，开始向着多中心的方向演进。
同样，不同城市的产业分工也在不

断演化。阿隆索的竞标—地租理论，建
立了自 CBD 向外依次为商业、轻工业、
制造业及物流的城市生产分工模式。交
通条件的改善和市区、郊区土地的地租

资料来源：张良，吕斌．日本首都圈规划的主要进程及其历史经验 [J]．城市发展研究，2009(12)：5-11．

图 1 1958 ～ 2015 年日本首都圈的人口增长率变动图
资料来源：日本国势调查 1980 ～ 2010。

内容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时间 1976 年 11 月 1986 年 6 月 1999 年
期限 1985 年 2000 年 2015 年
规划
背景

人口过度集中， “一极集中”
的单极结构 

全球化潮流，强化国际金融职能
和高层次管理职能需求

泡沫经济破灭，首都圈中心
空洞化 

规划
目标

控制大城市，振兴地方城市 推动形成多极分散型开发格局 提高区域竞争力，促进可持
续发展

规划
思路

①纠正对东京都心地区过分依
赖的单一中心型结构；②充实
周边地区的社会文化功能，
以形成不依赖于东京都心的
大都市外围地区

①形成以商务核心城市为中心的
自立型都市圈和多核多圈层的区
域结构；②促进以商务核心城市
为中心的功能集聚，以强化地区
间的联系，增强地区的自立性

①商务核心城市建设；②提
高自立性；③加强与北关东、
山犁地区的联系；④解决都
心地区空洞化和低开发、未
开发土地利用的问题

区 域 
空间 
结 构
转变

多核型区域、城市复合体 多核多圈层 分散型都市圈网络

表 1 日本首都圈第三、第四、第五次规划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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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疏解了东京都的压力。在 1990 ～
2010 年的调整过程中，东京都人口向
周边三县疏散，自身完成产业升级、强
化国际金融等功能；而周边三县因地价
便宜，建造大量公寓，承担居住功能的
地区分工，实现了区域间协同应对经济
危机。在走出危机后，人口流失状态下
的东京都迎来了人口回流，出现“都心
回归”现象 ( 图 1)。

(2) 土地利用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
用。中层的三县土地地价低，大规模开
发了公寓式住宅。人口迁走后的东京都
土地则获得从居住用地转变为商业用地
的机会，从而促进东京都的产业升级。

(3)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大城市
周边地区的变动最为剧烈。“一都七县”
大多先经历制造业比例的下降，而后迎
来服务业比例的大幅上升，两者并非同
时进行。该趋势自核心东京都最早显现，
而后向周边扩散；在中间圈层表现得最
为剧烈，其制造业占比曾显现出两倍于
东京都的下降速度 ( 图 2 ～图 4)。

(4) 不同的产业具有各异的向外扩
散速度。制造业持续地从东京都外迁至
周边县市；批发零售业、餐饮业在中层

三县聚集，兼顾服务对象与经营成本；
运输通信业从业者经过 5 年的外迁后，
在 2005 年回归东京都，形成新的经济
发展动力；金融保险业最为稳定，约
60％的从业者集中于东京都核心，几乎
不外迁。

3实证分析：2008～ 2013年北京

城市功能格局和集聚扩散分析

3.1研究数据

本研究所用数据为北京第二次经济
普查 (2008 年 ) 和第三次经济普查 (2013
年)数据，包含企业名称、所在居委会代码、
行业分类代码和岗位数量等 ( 表 2)。本研
究根据企业登记的行业代码和《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GB/4754—2002)》
等在居委会的层级汇总 ( 表 3)、空间落
位，转化为 1　km/500　m 的计算网格。

3.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局部莫兰指数 (Anselin 
Local Moran’s I，简称“LISA”)②识
别高密度的就业中心，并对其进行数理
统计，考察北京就业分布与产业布局的

变动。LISA 方法通过比较待考察单元
的就业密度与其周边的就业密度，判定
其是否明显超过周边密度 ( 显著性小于
0.05)。若其明显超过周边，则为就业中
心；反之，显著性不满足 0.05 的阈值，
则排除其为就业次中心的可能性。具体
的计算过程如下：

对 于 各 个 网 格 的 就 业 数 量
， 将 其 处 理 为 Local 

Moran’s I 的统计量 ：

                                                           公式(1)
其中， 为方差， 为平均值， 为

空间关系权重。之后计算 得分 ( 统计
量关于标准差的倍数 ) 与 值：

                 公式 (2)
其中， 为 的期望值， 为

的方差， 为 的 得分， 为标准正态
分布函数，计算得到的 值度量该 得分
是随机产生的概率。

在 值小于 0.05 的格网中，根据
其与周边的格网值的关系可分为 HH、
HL、LH、LL 四种类型，选取 HH 和 HL

图 2 1980 ～ 2010 年东京都制造业、服务业从业
者比重变化量 (一个箭头代表 5年变化量 )
资料来源：日本国势调查 1980 ～ 2010。

图 3 1980 ～ 2010 年首都圈中层三县制造业、服务
业从业者比重变化量 (一个箭头代表 5年变化量 )
资料来源：日本国势调查 1980 ～ 2010。

图 4 1980 ～ 2010 年首都圈外围四县制造业、服务
业从业者比重变化量 (一个箭头代表 5年变化量 )
资料来源：日本国势调查 1980 ～ 2010。

详细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行业代码 期末从业人数 资产总计

北京市左家庄 **
服务中心

110105005048 8290 125 1　890

表 2 本文所用经济普查数据示例

资料来源：北京市第二、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表 3 企业数据汇总结果示例

资料来源：北京市第二、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行业大类从业者数量
居委会代码 总计

A B …… O P Q R

0 0 …… 305 602 350 21 110105005048 9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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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格网集聚区域即为所寻找的就业
中心③。

3.3北京就业格局与变迁的总体空间

特征

在全市域，北京呈现单中心格局，

反磁力中心的建设尚需时日。北京 2004
版总规中，将通州、顺义和亦庄新城作
为中心城人口、产业疏解和产业集聚的
主要地区。从数据检验结果看，高密度
就业区自中心城区沿着地铁线从五环向
外扩散至六环；亦庄新城已具有了一定

规模，而昌平、顺义及远郊新城的发展不
及城市近郊区，尚未形成规模化的次中
心 ( 图 5)。从功能专门化角度看：①制
造业就业中心在四环内规模缩小，分布
碎片化，在东部发展带上的亦庄、通州、
顺义则呈现扩张态势 ( 图 6)；制造业
中心距市中心 ( 天安门 ) 的平均距离从
23.9　km(2008 年 ) 增长至 25.3　km(2013
年 )，远郊区开始承担更多的外迁工业。
②服务业方面，2008 ～ 2013 年，北
京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从 615.6 万增长至
894.7 万人，其就业中心集中于五环内
区域，并进入五、六环填充阶段；郊区
新城亦形成了若干中心。经统计，就业
中心从 582 个 1　km 网格 (2008 年 ) 增
至 625 个 (2013 年 )，五环周边的近郊
区是产业功能扩散的主要贡献者 ( 图 7)。
下文即对六环内及新城的第三产业空间
的扩散与聚集进行重点分析。

为了反映北京第三产业变迁的特
征，本文将第三产业分为生产性服务
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④，并
分 3 个圈层考察服务业结构的变动：距
市中心13　km以内的市区(即五环内)、
13 ～ 25　km 圈层的近郊区 ( 五环、六
环之间 )、25　km 以外的远郊区 ( 六环
外 )( 图 8)。结果显示，3 个圈层 5 年间
公共服务业比例普遍下降。在就业扩张
集中的近郊区经历了大幅变动，生产性
服务业比例上升，这与经济危机后亦庄
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的大量政府投资、外
企进驻等都有密切联系。相比之下，距
市中心 13　km 以内的圈层的变动则较为
温和。为深入研究，本文选取 3 类产业
代表进行分析，分别为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和软件业 ( 生产性服务业代表 )，
居民服务业和一般服务业 ( 生活性服务
业代表 )，教育产业 ( 公共服务业代表 )。
①高端服务业有一定的集聚趋势。以信
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例，
2013 年其空间分布主要集中于三环、四
环西北，小部分位于东三环。2008 ～
2013 年 5 年间，其大多围绕旧有中心
扩张或沿地铁线蔓延。从产业集聚程度

图 5 北京市域就业密度分布三维表现图

图 6 北京制造业就业中心分布图

图 7 北京第三产业就业中心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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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就业分布呈现空间扩散趋势，但更
多的企业资产集中于更少的地区。这表
明地区间的差距在拉大，体现出生产性
服务业空间不均衡的特征 ( 表 4)。②生
活性服务业扩散显著。2008 ～ 2013 年，
典型行业——居民服务业和一般服务业
在 5 年间从四环向五环扩张，体现出强
烈的空间扩散趋势。而且，就业中心“斑
块”减小，表明规模化的就业中心在逐
渐消解。集中于就业中心的资产比例减
少 ( 表 5)。这体现出生活性服务业向着
空间均质化方向演化的特性。③公共服
务业 ( 教育业 ) 集聚与扩散明显。2008
～2013年，教育产业自四环向五环扩张，
在五环外的通州等地也出现了就业中心
的扩张。期间就业中心的面积有所增加，
就业人员的集聚程度减少，表明其向着
服务覆盖面扩大的方向发展，但企业资
产集聚加强 ( 表 6)。所以，从业者间资
源占有的差距扩大，地区间服务水平的
差距也在拉大。

概括而言，北京绝大多数的城市职
能仍分布于五环以内，中心城区与周边
新城的分工协作的形成尚需时日。在地
租差异及疏解政策等的影响下，不同产
业体现出各自的扩散特征。对第二产业
而言，市区残存的制造业趋向碎片化、
分散化，外迁的目的地多为六环外地
区，而非沿五环边界向外蔓延。在第三
产业中，生产性服务业趋向于空间不均
衡，资产利润倾斜于少数的资源洼地，
其极化效应可不断强化已具雏形的产业
中心，故可以产业园区形式向外疏解引
导；生活性服务业向空间均质化趋势演
进，零售、餐饮等行业分布追随人口分
布，其疏解应伴随居住人口的向外转移
进行。对于公共服务业，其从业者空间
扩散和资产空间集中造成地区间服务水
平差距扩大，故应当对疏解目的地加大
投资建设，以吸引人口、产业流入。不
同产业空间扩张速度的差异，如生产性
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差异，将可能造
成某些大城市外围地区短时期的服务配
套落后、产业比例失衡，减缓疏解进程。

4结论与讨论：关于大北京未来

功能发展的判断和思考

本文对日本首都圈 1990 ～ 2010 年
的发展历程及北京 2008 ～ 2013 年的就
业区位和功能集聚扩散进行测度研究，
定量讨论了制造业外迁，以及不同产业
的集聚扩散趋势，对北京及京津冀未来
的发展有如下参考启示：

(1) 从日本首都圈及大伦敦地区、
大巴黎地区看，首都地区的人口及功能

集聚是一长期趋势。从这一点看，北京
的人口和功能集聚的压力也必将长期存
在。对于这种趋势，除非特殊情况，否
则单纯以堵或者强制迁走的方式也仅仅
是权宜之计，需要充分遵循大城市功能
和就业集聚扩散的基本规律，把握不同
时期功能专门化的重点和差异，制定出
顺应发展的产业和空间政策。在当前经
济危机之际，大北京、大上海等地区无
论是从经济、社会还是从环境等方面，
其弹性应对的能力都较一般城市要高得

年份 面积 /km2 面积占比/％
就业占比 /

面积占比
就业占比 /％ 资产占比 /％

资产占比 /

面积占比

2008 年 123.0 3.9 21.0 81.8 86.5 22.2
2013 年 125.5 4.0 20.0 80.0 93.7 23.4

年份 面积 /km2 面积占比/％
就业占比 /

面积占比
就业占比 /％ 资产占比 /％

资产占比 /

面积占比

2008 年 191.0 6.0 10.1 60.8 50.6 8.4
2013 年 211.5 6.7 9.2 61.9 31.2 4.7

年份 面积 /km2 面积占比 /％
就业占比 /

面积占比
就业占比 /％ 资产占比 /％

资产占比 /

面积占比

2008 年 170.00 5.4 11.2 60.7 45.1 8.4
2013 年 178.25 5.6 10.2 57.3 50.4 9.0

表 4 北京都市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就业中心面积、就业与企业资产统计

资料来源：北京市第二、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表 5 北京都市区居民服务和一般服务业就业中心的面积、就业与企业资产统计

资料来源：北京市第二、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表 6 北京都市区教育产业就业中心的面积、就业与企业资产统计

资料来源：北京市第二、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图 8  2008 ～ 2013 年北京各圈层服务业比例的重心移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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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④分类依据为《生产性服务业分类》(国统

字 [2015]41号 )，《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

类标准(试行)》(京统发[2016]71号)，

《北京市公共服务业统计分类(试行)》(京

统发 [2016]79号 )中的行业代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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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投资回报率更加显著，单位 GDP
增长使其接受城乡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更
强，创造的就业岗位更加显著。同时，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等的推进，金融业、
创意创新功能、文化媒体等高等级服务
业也将更进一步集中在北京等大城市
的核心地区，带来新的城市阶层和空间
形态。

(2) 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周边或将成
为未来最大变动地区。在大城市的产
业疏解过程中，大城市周边地区一方面
接收来自中心城区的人口和产业扩散，
另一方面自外省市迁入的人口倾向于在
低价的城市边缘地带居住，造成人口的
快速集聚。日本首都圈的中层三县在
1990 ～ 1995 年期间出现了若干人口增
长 20％以上的町村，同样，北京的大
兴、昌平等也可能迎来快速的人口集聚。
在这些地区历经剧烈的产业机构变动时
期，如何规划建设相应的住房与设施，
将成为未来城市研究的潜在关注点。此
外，需要合理安排产业疏解时序，确保
目的地的产业比例均衡。不同产业在大
城市疏解和区域协同过程中体现出不同
的向外扩张速度，从而出现部分地区生
活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不足，居民生
活水平明显落后于迁出地的情况。为此，
需要进行规划干预，向公共服务设施规
划倾斜，缩小地区间差异，为新城的人
才、产业迁入做好准备。

[注　释 ]

①本文的首都圈指以东京都为核心的“一都

七县”，以及核心位置的东京都，中间圈

层的神奈川县、玉县、千叶县，外圈层的

群马县、木县、茨城县和山梨县。

②该方法由美国Luc Anselin教授提出，其

原名称为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简写为 LISA）。由于其

实际为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在局部区域的分解，故后人又称之

为安瑟伦局部莫兰指数（Anselin Local 

Moran’s I）。

③资料来源：Anselin L. Local Indica-

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LISA[J].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95(2):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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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研究

□　孙斌栋，黄鑫楠

[摘　要] 疏解大城市非核心功能被视为解决大城市病的重要举措。在国家提出优化大城市结构与区域协调一体化发展的
背景下，研究上海超大城市的功能疏解更具有代表性。文章探讨了非核心功能的内涵与特点，梳理并借鉴国内外大城市的
相关经验，结合上海市发展现状与未来愿景，并依托多中心空间发展理论，提出上海非核心功能疏解的目标、机制与空间
导向，并从城市和区域两个尺度提出了非核心功能疏解的政策建议，以期对大城市的功能提升和空间结构优化具有一定的
借鉴价值。
[关键词] 功能疏解；非核心功能；多中心结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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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Non-Core Functions Dispersal Of Megacities, Shanghai/Sun Bindong, Huang Xinnan
[Abstract] Relieving non-core functions of large cities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olve urban diseases of large 
c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proposal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the study on 
functional dispersal of Shanghai provides a typical refere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on-core 
functions”, learns from relevant experience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mega cities, consider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future vision 
of Shanghai, and proposes the objectives, mechanisms and spatial orientation of non-core functional dispersal based on the “multi-
center” spatial development theory. Lastly, implementation policies for non-core functional dispersal at city and regional scales are 
presented.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non-core functional dispersal and spatial structure improvement in mega cities.
[Key words]  Functional dispersal, Non-core functions, Multi-center spatial structure, Shanghai

0引言

对于优化城镇化的布局、形态和城市空间结
构，党中央和国家对大城市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国家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
提高国际化水平，适当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强
化与周边城镇高效通勤和一体化发展，促进形成都市
圈；科学划定中心城区开发边界，推动城市发展由外
延式扩张向内涵提升式转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 )》指出，推动特大城市中心城区部分
功能向卫星城疏散，强化大中城市中心城区高端服务、
现代商贸、信息中介和创意创新等功能 [1]。超大城市
的功能疏解已经上升为重要的战略引导原则，对城市
未来发展进行指导。

近几年来，首都北京，甚至是更大空间尺度的京

津冀城市群，在疏解非核心功能方面的战略动作十
分明显，如通州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建设起步，政策
力度很大。在城市功能结构优化与空间组织引导方
面，上海在国内是意识相对超前的，很早就形成了建
设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思路，进行了“多核多
心”“1966”等实践。但从目前的成效看，可以打破
上海单中心空间格局的区域副中心并没有真正形成，
上海仍呈现以中心城为主中心，多点环绕的强主中心
空间形态，交通拥堵等城市病问题并未得到有效改善。
因此，上海疏解非核心功能的工作将更显紧迫。

1疏解非核心功能的内涵与空间理论

1.1非核心功能的概念

城市非核心功能是相对于核心功能的概念，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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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是指城市基本功能中除去城市
核心功能的部分，以及非基本功能中服
务于本市基本生产需要的功能。就上海
而言，根据“十三五”规划的定位，上
海非核心功能指除去明确定位的国际经
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创中心以外
的功能集合。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必
须区别“非核心功能”和“非基本功能”。
从城市地理学的理论来讲，城市非基本
功能同样是相对于基本功能而言的，基
本功能是城市经济活动为外地服务的部
分，而非基本功能则是为城市本身服务
的活动。因此，不能混淆非核心功能为
非基本功能，否则不仅达不到有效疏解
城市功能的目的，还可能因基本功能和
非基本功能在空间上的不合理分离而影
响功能的正常有效运行。再则，城市的
不同功能间关系密切，互为支撑，也难
以将某一城市功能从城市功能集合中完
全分离。

1.2非核心功能的特点

非核心功能具有动态变化的内涵，
随着城市定位和发展方向的改变而不断
变化。因此，非核心功能疏解将是一个
长期持续的过程，需要根据城市功能的
演替规律阐明时间阶段；同时，要避免
伤害到具有潜力的未来发展新方向。例
如，特殊历史时期，肩负国家期望的上
海从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工业城市发展
为综合性工业基地。曾经的核心功能，
如钢铁、石化生产带来巨大经济效益，
是上海的支柱，甚至代表城市的科技高
度，但现在就不符合城市的发展方向。

不同区域具有差异化的经济基础和
产业结构，因此非核心功能具有区域属
性，疏解时也应指明空间尺度。对于中
心城区而言的非核心功能可能恰好是其
他区域所需的核心功能，中心城区的非
核心功能疏解可能是郊区或其他城市的
发展契机。例如，教育培训及健康养老、
金融后台、体育休闲、政府行政等产业
或功能可以从中心城区向外迁移；一些

大型的综合业态在核心区域也已经过
剩，可以在满足郊区需要的前提上外迁。

不是所有的非核心功能都要疏解，
也不是所有的核心功能都需保留。核心
功能有非核心部分，非核心功能也有核
心部分。简单划分疏解产业的类别无法
应对现实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应该从产
业链和产业分工协作的视角分析功能布
局对区域条件的要求、功能内部的联系
和疏解的可能性。

从生产角度而言，不能只以“高端”
和“低端”作为划定功能的标准，相应
而言并不是低端产业就一定等同于非核
心功能。同时，也需要理解疏解功能并
不等同于疏散低端功能。一方面，城市
发展高端产业需要部分低端产业与之配
套；另一方面，仅疏解低端产业对疏解
成效的贡献是否显著还值得深入探析。
从生活角度看，疏解非核心功能不能将
服务于居民的商业服务、交通运输、水
电气供应等功能疏解，避免造成生活不
便和影响城市正常运转。但在某些领域
的确存在服务范围被拓展、服务对象被
扩大的情况，如服务于区域的部分医疗、
教育培训等功能，应是疏解的重点。

1.3功能疏散的空间理论

城市规划中疏散理念来源于“田园
城市”、卫星城、新城、有机疏散等思
想。疏散过程应更加强调在分散中集中，
而不是指不受制约的低密度蔓延，从而
形成“多中心化”，即从中心地区分散
出去的功能在空间上再度集中，形成相
应的次中心，各级中心在社会经济方面
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分工 [2]。新经济地理
学的著名学者藤田认为，过度集聚所导
致的一系列如拥堵等大城市病问题是促
使城市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型的重要
力量 [3]。一部分相关研究的结果也为
多中心规划理念提供了可靠的实证支
持 [2，4-8]，从经济绩效看，多中心结构
城市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在交通绩效方
面，多中心城市结构有助于降低通勤时

耗；在房价绩效方面，多中心城市比单
中心城市往往具有更低的平均地价；在
生态绩效方面，城市多中心程度的提高
可以通过通勤能耗和建筑运行能耗的节
约降低城市的人均能耗及单位生产总值
能耗，能有效促进环境保护、能源节约、
绿地防灾和人居和谐。

2国内外大都市功能疏解经验与

借鉴

2.1国际大都市功能疏解经验

系统地研究梳理伦敦、纽约、东京、
新加坡等地区利用多中心空间战略疏解
人口和城市功能的思路与经验，为上海
非核心功能疏解的空间导向提供启示：

(1) 国际城市的实践殊途同归，功
能疏解与构建多中心城市空间格局紧密
联结，国际大都市多中心化势头清晰而
强劲，坚持多中心战略应成为我国城市
区域发展的战略方向。

(2) 疏解机制主要分为市场为主、
政府搭台和政府积极干预三种。功能疏
解与多中心建设的成功需要政府的积极
引导。大城市病的问题无法只靠市场机
制得到缓解，需要政府通过功能疏解和
多中心的建设对市场机制的失灵作出及
时调整。例如，香港和新加坡较为成功
的新城建设，是由于当地政府制定了合
理的规划并长期严格执行的结果。政府
主要致力于建设交通设施、均等化布局
公共设施、搬迁公共部门和污染企业，
其他企业迁移主要依靠市场力量。

(3) 国外较多以市场自发的边缘城
市和政府引导的卫星城 ( 新城 ) 两种模
式来疏解中心城区的人口、产业与就业
岗位。在郊区或卫星城的发展过程中，
中心城内部不断填充高端服务业，同时
将其中部分非核心功能的产业向外疏散
转移，最终保证区域内的均衡发展和防
止中心城无限制膨胀。

(4) 在功能定位上与中心城差异化
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距中心城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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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距离，但又要与中心城有便捷的交通
联系，方便两者之间的经济往来。

2.2国内大都市功能疏解的经验：

北京实践及与上海的比较

北京非核心功能疏解和京津冀协同
发展对上海地区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作用。通过对比北京和上海在城市非核
心功能疏解方面的异同，能够更加明确
上海非核心功能疏解的方向与着重点。

缓解大城市病、为核心功能的发展
提供资源和空间环境是北京与上海非核
心功能疏解共同的出发点。但区域的异
质性决定了疏解内容和方式的差异。对
北京来说，政治地位优势和过大过全的
城市功能体系会不断吸引各类生产生活
要素，因此非核心功能疏解必须和缩小
区域差异、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同推进；
对上海来说，城市病治理和功能提升转
型是重点，应更多着力于调节城市功能
的空间错配、优化布局和推进功能提升。

(1) 在产业方面，上海要更注重市
场的力量。北京拥有庞大复杂的城市功
能体系，在京津冀地区虹吸效应远大于
溢出效应；相反，长三角地区则拥有较
高的一体化程度。因此，北京功能疏解

的过程向外的推力更加重要，但上海可
更多靠外围区域的拉力；北京的疏解政
府着力更多，行政色彩更加浓厚，上海
则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自
动疏解。

(2) 在空间方面，上海要突出着力
重点。在资源和要素有限的情况下，北
京集中资源、力度，空前地打造通州城
市副中心，如果运用得当，将是形成多
中心的契机。反观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
规划，空间着力点上仍然过于分散，不
利于形成反磁力中心。

3上海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的原因

与意义

3.1问题导向：城市病突出

近20多年来，上海单中心“摊大饼”
式的空间发展模式明显 ( 图 1)，致使了
中心城区交通拥堵、经济绩效低下、环
境污染集中和房价上涨等诸多弊病，导
致上海健康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
约与挑战。最为突出的问题即交通拥堵
日趋严重，降低了城市整体运行效率，
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损失。空气质量
的日益恶化极大地危害着上海居民的健

康水平。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高房价
不利于宜居宜业城市的建设，损害了创
业环境和投资环境。环境恶化降低了对
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利于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战略的实施。更重要的是，人
口和经济活动过于集中于中心城区，进
而造成空间失衡。因此，疏解中心城区
非核心功能以带动人口、产业、要素和
资源的空间分散，推动单中心向多中心
转变的空间优化布局是上海缓解现有城
市病问题、提升区域竞争力和实现更好
的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3.2目标导向：全球城市发展战略的

需要

2014 年 2 月，上海提出要“努力
建设成为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较强
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全球城市”，建
设全球城市意味着城市功能的进一步提
升。在“四个中心”基本建成的基础上，
上海将进一步建成科创中心和国际文化
大都市。一方面，上海的集聚经济优势
还会源源不断地吸引人口，而且创新创
业需要宽容的城市氛围和多样性的文化
环境；另一方面，非核心功能占据空间
资源阻碍升级，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匮乏。

图 1 上海 1990 年、2005 年、2010 年居住人口密度分布变化图 [9]

注：因数据缺失，未填充颜色区域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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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三角看，仅凭中心城区，上海的辐
射能级有限，降低了综合整体实力。

因此，在空间发展资源有限的情况
下，要实现城市地位在全球体系中的进
一步提升，疏解非核心功能，从而形成
多中心格局是协调拥挤与发展间矛盾、
腾笼换鸟为科创功能提供空间载体的必
然选择和两全之策。

3.3战略意义

上海城市空间结构从单中心向多
中心转型是短期效益和长远期效益的结
合，意义重大而深远。从短期看，加强
多中心建设有助于打造新增长点，支撑
经济增长。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将会成
为上海“十三五”期间拉动内需、刺激
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从长期看，多中
心有利于优化上海城市空间结构，缓解
交通拥堵等大城压力；更重要的是，多
中心能为核心功能提供空间载体，增强
上海城市整体能级。此外，上海与长三
角各城市同步全球化。在高铁等交通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和日益发展的背景下，
上海周边城市如杭州、南京、苏州等城
市则会形成较强的反磁力作用，上海在
长三角的极化地位将可能下降，远郊区
甚至被边缘化。发展多中心，将有利于
振兴郊区发展并提高上海整体能级，有
利于上海“四个中心”的加强和科创中
心的建设。

 

4上海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的空间

目标：多中心空间结构

4.1城市尺度层面：构建“一主一副

多中心”甚至“双城”结构

上海“十一五”规划提出建设 9 个
新城，数量较多，但其在城市功能定位
和承接中心城区功能疏解方面没有实质
性的区别与侧重。结合上海的实际，“一
主一副多中心”是合理的选择。可以在
规划的 9 个新城中筛选 1 ～ 2 个 ( 以 1
个为最佳 ) 发展较好且具有潜力的重点
新城，集中力量在“中心城”和“新城”
间建设定位更高、城市功能更为综合的
“副中心”层级，以填补中心城区与新
城之间的空间体系“断档”，形成更为
合理的城镇等级体系，更有吸引力的“反
磁力中心”来疏解中心城过度的城市功
能。或者不排除“双城”结构，即副中
心达到与主中心相同的规模能级，使得
上海形成两个中心城区的空间主要架
构 ( 图 2)。同时，慢慢建设并推动其他
中心的发展，最后演化为多中心的空间
结构。

从上海的代表性新城看，功能定位
偏低，长期充当着工业区和居住地，无
法很好地对中心城区劳动人口及较高能
级产业起到吸引作用。而副中心应具有
较新城更高的等级，具有与中心城区同
样的服务能级，成为疏解中心城区人口

和功能的反磁力中心 [10]。副中心不仅
要有先进制造业，更要强调高等级的现
代服务业、行政、科创、教育、医疗和
文化等多种综合城市功能的支撑。而中
心城区核心功能以金融和商务等方面为
主。中心城区和副中心应明确职能分工，
副中心具有全球科创中心和上海行政、
教育、医疗中心职能，与中心城区的经
济、金融等中心功能优势互补。对上海
产业分布的研究发现，与金融和文创产
业相比，科创产业具多中心化的趋势，
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两个次中心：五角场
和张江，并有向嘉定、松江和金山等多
个方向拓展的趋势。同时，科创产业是
知识密集型产业，对人才依赖强，对地
租成本也很敏感。向外围疏解可能是面
对中心城区高生活和商务成本的理性选
择。科创类企业向外疏解是可行的，而
且是形成副中心的强大推手。

加快建设副中心应是未来一段时间
疏解工作的空间导向。为了使得副中心
城市尽早形成规模和等级，城市开发和
建设等政策应向副中心城市倾斜，高校
园区建设等大型项目更多落地新城，使
其产生聚合效应。

未来理想的上海城市形态应该是空
间网络格局，形态上多中心，功能上一
体化，主副中心功能等级接近，劳动生
产率一致，区别只在于一个是综合中心，
一个是专业中心 [11-12]。上海多中心结构

图 2 上海城市空间结构构想图 图 3 长三角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规划构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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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中心城区与副中心城市之间不同于
以往的“母子关系”，而更像是“兄弟
关系”。

4.2区域尺度层面：长三角区域空间

结构与职能分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培
育全球城市参与国际竞争是国家战略需
要。纽约、伦敦等世界超大城市均通过
突破现有的行政界限，利用腹地—全
球城市区域参与全球竞争、确保国际话
语权。因此，上海要建成全球城市，代
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突破有限
的市域空间，与长三角城市联动发展，
构建一个多中心的全球城市区域。

上海多中心体系必须放到更大的长
三角城市群中考虑：中心城区在长三角
区域内起到组织、协调的核心功能，是
主导区域发展的重要驱动；副中心城市
应定位为全球城市区域中的中心节点之
一，承担重要的职责分工 ( 图 3)。

5上海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

与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目的有
所不同，上海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主要
是为了消除大城市的拥挤和集聚，促进
城市功能升级，为新功能提供发展的空
间载体，以实现人口、产业和经济活动
更为合理有效的空间布局。疏解的根本
在于区域不平等环境的弥合和均等化，
需要通过不断消除地区在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户籍和社会保障、居住环境和
就业等方面的差异，消除对要素的吸引
力差距，以实现人口和产业的空间优化
布局。

5.1疏解机制与顺序

在疏解机制方面，采用市场与政府
机制相结合，并对不同的作用主体实施
差异化的疏解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虽然能改变企业区位抉择的环境，
但并不能代替企业进行区位抉择。对于

企业等市场化主体，应充分发挥市场机
制的作用，遵循市场原则，依靠市场力
量进行置换。政府一般发挥引导作用，
创造条件，满足人们对方便快捷的区域
交通、优质均等的公共服务等的基本需
求，通过严格执行法律规章、制定鼓励
政策和利用经济杠杆推动其向外疏解。
对于行政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
社会公共服务等主体和功能，行政机制
和政府可作为的空间较大，能够结合相
应的程序和规则发挥政府对资源配置等
方面的促进与推动作用。

在疏解顺序方面，不同主体的疏解
顺序应该有先后差异。一方面，需要利
用行政主体带动经济主体疏解。从已有
的国内外发展经验看，行政资源在空间
配置方面可以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能
够优化和改善城市空间格局，引导和促
进各方面资源在某些空间上的集聚。例
如，东京将都政府办公机构迁往新宿区
内，大量办公及商业设施等被吸引并在
其附近形成集聚，成为副中心建设的强
大动力。伦敦和首尔也都进行过相同的
实践。因此，疏解非核心功能可率先推
动行政部门中具有较强配置能力的资源
由中心城向副中心疏解，形成示范效应，
进而带动其他社会资源的疏解。另一方
面，需要根据解决问题的紧迫程度对疏
解主体进行排序。破坏城市生态环境和
威胁人们生活安全的产业与活动首当其
冲，如高污染、高耗能的石化和钢铁生
产；缓解交通拥堵紧随其后，如控制北
部宝山和浦东港口集装箱货运量，缓解
集卡带来的交通压力和安全隐患；提升
城市功能是长远目标，如疏解低附加
值、用地不集约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与
企业。

5.2上海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的空间

导向

由于财力和公共服务资源有限，功
能疏解要以点为主，以点带面，集中疏
解布局公共服务，有侧重地打造疏解承

接区域，形成集聚的吸引力，尽快形成
疏解效果。重点区域的选择最好沿重点
交通廊道，有利于成为上海和长三角的
联系节点及功能节点。基于疏解的空间
尺度不同，上海的功能疏解分解为微观
城市尺度 ( 中心城区向市域其他地方 )
和宏观区域尺度 ( 上海向长三角区域 )
两个层次。
5.2.1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向市域疏解

从功能维度来说，上海中心城区的
核心功能是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而贸
易、金融的后台服务和其他高等级服务
功能都可以疏解；科创、行政、医疗和
教育等功能可以考虑向副中心疏解，副
中心可以积极发展科技研发、医疗和教
育产业、文化和体育产业，打造成科创
基地、医疗保健和康复中心、养老社区、
国际教育培训和会展基地、旅游和休闲
基地等，通过副中心的崛起更好地服务
中心城区。

从产业维度来说，立足于“十三五”
守住常住人口规模、建设用地总量、生
态环境和安全四条底线的目标，对于高
污染、高能耗、具有安全隐患和影响城
市生产生活的企业应制定负面清单，通
过严格执法或推行产业政策，坚决疏解
甚至彻底淘汰；对于钢铁、石化等企业
必要时主动给予税收优惠加以补贴，进
行转移疏解；对于低附加值的资源和劳
动密集型产业，则以市场导向为主，依
靠市场力量进行疏解。东京的疏解启示
是企业的研发和支援性部门、地方服务
性部门、中小企业、流通及通信信息企
业具有较大的转移可行性。

从政府来说，可以将与副中心功能
定位紧密结合的相关政府机构和事业单
位向副中心集中，以点带面，充分发挥
政治资源对其他生产要素的吸引力。而
且，“退二进三”的产业政策实施以来，
上海制造业向郊区转移的力度较大，但
这些制造业并没有相应地激发生产性服
务业的大幅增长，反而制约了郊区服务
业的发展和提供就业岗位的能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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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城对人口和产业的吸引力。
5.2.2上海城市非核心功能向长三角

区域疏解

立足于建设全球城市的目标，国际
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全球科
创中心是上海的核心功能，应予以重点
发展。对于高污染、高能耗和违背上海
资源比较优势的功能应当通过严格执法
促使其自行疏解，为上海核心功能发展
腾出空间；对其他非上海核心功能持不
鼓励态度，任其自身发展，让市场决定
去留。

一方面，上海第二产业的比重虽有
下降但仍保持较高水平 ( 图 4)；另一方
面，金融危机对过度依赖单一服务经济
的城市的打击引起了发达国家的“城市
再工业化浪潮”，制造业仍然是上海经
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制造业和服务
业需共同发展。

全球城市的制造业主要保留了总
部、研发和销售服务等环节，制造环节
已经向区域乃至全球扩散，即使保留有
制造环节也主要是都市型工业。而上海
制造业生产环节很大部分还留在市域
内，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制造业竞争力
不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行政壁垒的分
割作用。对此，应该尊重市场力量，消
除政府性保护和滞留，在区域内一体化
布局，提高企业竞争力，以此提高上海
的竞争力。

6实施举措与政策建议

6.1提供与完善土地和企业方面相关

的配套政策

研究完善土地流转机制，激活僵尸
土地。疏解的根本之策和长久之策是建
立有效的机制促进功能自动疏解，重点
在于恢复土地成本机制。同时，完善企
业退出和善后机制，提供合理的制度和
资金保障。非核心功能疏解涉及个人、
企业、政府等多重主体，各主体又存在
差异化的利益诉求和发展难处。疏解是
有成本的，成本的承担主体应在事前确
定。同时，还要加强企业注销、破产程序、
补贴和职工分流安置等方面的保障。在
人才安置上，统筹解决好人才居住、社
保转移和异地结算及子女上学等问题，
尽量排除人才迁移的制度障碍。

6.2创新新城开发体制，保障副中心

城市建设

首先，就管理体制而言，新城一直
存在着由政府开发、市级机关多头管理
的情况。英日等国家中央政府的统一管
理和大量投资是新城建设成功的重要保
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为克服上海
新城建设体制多头管理、缺乏政策重点
的弊端，市一级经济管理权限的机构应
起到统筹建设和管理的作用，在政策方
面对副中心城市给予优先支持。

其次，上海副中心规划政策引导发
挥的作用并不明显。政府政策应向已确
定的次中心城市和新城集中倾斜，并保
证政策的实施具有连贯性，从而提升相
应的功能等级，形成聚合效应和对中心
城区人口的综合吸引力。

最后，我国目前仅一部《城乡规划
法》，地方新城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并不
完善，副中心和新城建设难免要受到不
当的人为影响。上海应制定出台一系列
从规划编制到实施全程的法律法规，保
障副中心城市和新城政策的贯彻落实及
从一而终。

6.3优先发展中心城和副中心城的

快速轨道交通

根据现有的实际情况，轨道交通更
适合成为连接中心城与次中心城区之间
的主要交通方式。这里轨道交通不仅包
括城市内部的地铁，还包括运行距离较
远的城郊铁路，避免上海远郊边缘化；
建设复线铁路以增强运营能力和提供多
样化的服务，而且还需从全市整体利益
出发进行市区间的协调。为了缓解上海
市当下轨道交通的拥挤现状，目前上海
市优先完善中心城区的轨道交通建设，
形成了便捷的网络与良好的通达性，但
连接中心城与郊区间的轨道交通建设仍
需进一步提高。相关调研发现，中心城
人口不愿到新城工作和居住的首要原因
就是缺乏便捷的交通联系。从长远看，
先中心城后郊区的轨道交通建设时序并
不会降低甚至会加剧中心城区原有的拥
挤程度，影响并阻碍人口和城市功能向
外疏解。因此，平衡好新城与中心城轨
道交通的建设时序，尽早完善相关轨道
交通建设，将成为把握交通疏解主动权
的关键。

6.4副中心城市要实现就业、居住和

服务功能的均衡

在城市规划中，应尽量考虑居住
与就业空间上的均衡和匹配，保证较为

图 4 上海第二产业产值及占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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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用地。这里的均
衡不仅体现在就业岗位与居民的数量方
面，还要体现在两者结构的匹配方面。
相关抽样调查发现，不愿意去上海新城
的人口中，32％的人认为新城就业机会
少，29％和 20％的人认为新城的基础
教育设施不理想，不具备较好的医疗条
件。除了提供充足、多层的就业岗位外，
高水平的基础教育和医疗设施等公共服
务设施也是增强次中心城市吸引力的重
要条件，副中心城市需要多引入中心城
区的优质学校、医院等社会事业公共服
务类资源，完成多功能融合，形成良好
的宜居、宜业的氛围与环境。

　

6.5合理调控中心城人口规模，促进

城郊联动发展

发达国家常采取严格的政策限制中
心城的新增项目，将中心城强大的吸引
力转换为人口与功能疏散的动力。在政
策方面给予相应的措施，严格控制和调
节中心城的居住用地供给量和新增各类
项目、设施等的开发情况，从本质上改
变人口与交通过于集中的现状。而且，
为了阻止中心城区继续快速无限制的蔓
延式发展，要做到对中心城区增长边界
的划定与严格管理。在控制增量的同时
还要强化对存量资源疏解后腾退空间的
规划和利用，不能形成新的增量集聚，
所腾退的空间资源谨防被高容积率和
高密度楼宇替代，要更多作为公共绿
地和公共停车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使用。

7结语

上海非核心功能疏解是优化城市空
间结构，促进城市与周边区域协调一体
化发展的一次重要实践，同时也是城市
多中心发展的进一步尝试。非核心功能
的疏解作为有效缓解交通拥堵、环境污
染等大城市病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城市
制定非核心功能疏解任务的时候，不仅

要考虑如何缓解大城市病的问题，还需
要与城市未来发展战略相结合，从而完
善疏解的目标与方向，提升城市经济发
展的竞争力和城市的整体能级。非核心
功能疏解中离不开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
的作用，注重两种机制相结合，并根据
功能的迫切程度分清疏解的先后顺序，
以行政主体带动经济主体向外疏解。

上海非核心功能疏解是一个在分散
中集中的过程，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是城
市非核心功能疏解的空间导向和空间目
标。在城市层面上，主中心与其他次中
心应分工明确，优势互补，同时努力提
升副中心在文化、科创等方面吸引人才
的竞争力。在区域层面上，各个城市协
调分工，从而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在功能疏解过程中，相应政策的落
实与保障、法律法规的完善和轨道交通
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跟进等都将成为影响
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的关键因素。以非
核心功能疏解为契机，推进城市和区域
朝多中心空间结构方向迈进，从而实现
城市功能的升级及人口、产业和经济活
动的合理有效布局，提升上海的国际竞
争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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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视角下大城市的功能疏解及广佛都市区的实证

□　班鹏飞，李　刚，袁奇峰，李晓建

[摘　要] 文章首先通过回顾西方和中国大城市规模控制与功能疏解的历史，指出当前中国大城市功能疏解需要基于区域
整体的视角进行功能整合。其次，透过广州—佛山的案例论证了城市区域化和区域一体化是都市区视角下整合空间功能、
实现大城市功能疏解的两种模式。最后，从人口和产业两个方面对广佛都市区的功能疏解进行了测度，并得出可供规划师
参考的结论。
[关键词] 大城市功能疏解；都市区；城市区域化；区域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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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格式] 班鹏飞，李刚，袁奇峰，等．区域视角下大城市的功能疏解及广佛都市区的实证 [J]．规划师，2018(9)：31-
36．
                                                                                                                                                                                                                                                            

Functional Dispersal Of Large Cities From Metropolitan Area Viewpoint, Guangzhou-Foshan/Ban Pengfei, 
Li Gang, Yuan Qifeng, Li Xiaojian
[Abstract] The paper firstly reviews the history of scale control and functional dispersal of large cities in China and overseas, and 
indicates functional dispersal of China’s large cities needs integration from regional viewpoint. With Guangzhou-Foshan case,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city-region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are two models of functional dispersal of large cities from 
metropolitan area viewpoint. In the end, the paper measures the degree of functional transferring from population and industry in 
Guangzhou-Foshan region. 
[Key words]  Functional dispersal of large cities, Metropolitan area, City-region development, Regional integration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
断深入，我国对内进行市场化与分权化改革，对外进
行全面开放，国家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呈现出了持续、
快速的发展态势。大城市人口集聚效应显著增强，大
城市数量和规模不断增长。至 2016 年底，我国城区
人口 100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共有 88 个，其中上海、
北京、深圳、广州及重庆城区人口超 1　000 万，成为
超大城市。功能活动和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聚也引发
了房价高企、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症状”。
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在控制大城市规模时过分依赖户
籍限制和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控制的方法，并未触及城
市膨胀的根本诱因，未能有效减少人口向大城市的过
度聚集 [1]。在此背景下，从区域视角整合大城市功能、
改革城市发展的体制机制，成为缓解“大城市病”的
新共识 [2-4]。

本文在回顾中西方相关历史的基础上，通过广
州—佛山的案例，剖析都市区视角下大城市功能疏解
的模式，以期为国内大城市功能疏解提供经验借鉴。

1大城市规模控制与功能疏解历史溯源

1.1西方的经验

早在1898年，英国学者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
思想就是为了应对英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城
市病”。他设想，在中心城市 ( 规模为 58　000 人 ) 周
围建设若干个“田园城市”( 规模为 32　000 人 )，形
成一个城市组群，来疏散过分拥挤的城市人口 [5]。20
世纪 20 年代，温恩在“田园城市”思想的基础上提
出了卫星城市理论，即在现有大城市周边建设围绕着
中心城市、分担其部分功能的新城 ( 卫星城 )。温恩

班鹏飞，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　刚，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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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主持完成的伦敦区域规划中便运用
了该理论 [6]。1917 年，芬兰建筑师沙里
宁在着手大赫尔辛基规划方案时提出了
“有机疏散”理论，主张在赫尔辛基附
近建设一些可供一部分居民就业的“半
独立”城镇，以缓解与中心城区的通勤
矛盾。1944 年，阿伯克龙比在完成的
大伦敦规划中坚持了对大城市进行疏解
的思想，在伦敦城市建成区周围规划设
置了宽十多公里的绿化带，在绿化带外
围建设卫星城，卫星城内设必要的生活
服务设施和一定的工业，独立性较强 [7]。
此后，单纯居住功能的卫星城开始向复
合功能的新城演化，越来越强调其自身
的独立性，规模也越来越大。

除“田园城市”思想及卫星城市
理论的发展演变外，还有其他针对“城
市病”的理论，如 1882 年西班牙交通
工程师马塔提出的“带型城市”理论、
1934 年莱特提出的“广亩城市”规划设
想等 [8]。尽管这些思想、理论的策略各
不相同，但是其核心思想都是为了疏解
大城市过度集聚的人口与功能。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依据这些理论和设想进行
的实践对大城市规模控制与功能疏解的
结果并不理想，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大
城市更为注重区域的整体发展 [9]。1965
年是巴黎地区城市规划实现“以限制为
主”向“以发展为主”的发展战略转变
的关键一年，该年颁布的《巴黎大区
国土开发与城市规划指导纲要 (1965—
2000)》提出了城市发展轴线，并将新
城作为新的地区城市中心，着眼于整个
巴黎地区的协调有序发展，构架了区域
空间格局的雏形 [9-11]。1969 年，大伦敦
城市议会在 1944 版《大伦敦规划》的
基础上制定了《大伦敦发展规划》，新
的发展规划试图改变伦敦原同心圆封闭
的布局模式，使城市沿着三条主要快速
交通干线向外扩展，形成三条长廊地带，
在长廊终端，即 80 ～ 130　km 处分别
建设三座具有“反磁力吸引中心”作用

的城市，以期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解决
伦敦及其周围地区经济、人口和城市的
合理均衡发展问题 [12-14] 。20 世纪 70 ～
80 年代，日本东京产业集聚效果形成的
过程带来了城市规模的不断膨胀，在行
政手段失效的情况下，日本政府采取在
都市圈内建立多个核心城市的方法，避
免中心城市过度膨胀。在《第三次首都
圈建设规划》中，日本政府规划了多中
心城市的“分散型网络结构”，以分散
东京城市中枢管理的功能，将政府、教
育、工业及商业等不同职能向四周城市
扩散，并在不同的核心城市形成独立区
域 [15-16]( 图 1)。

1.2我国的实践

由于对城镇化存有意识形态的传统
偏见①，同时为了控制大规模人口进城
可能对住房、就业等的冲击，避免西方
国家的“城市病”[17]，以及为了应付短
缺经济时代城市公共设施的供给不足，
我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发展政策倾向于控
制大城市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北京、
上海、天津、沈阳、南京、武汉及广州
等大城市在郊区建设了一批卫星城镇。
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疏解中心城区人口和
产业的目标不同，我国建设这些卫星城
是为了推动工业化，以较低的成本布局
新增的工业项目，并减少对中心城市的
影响。1978 年 3 月，第三次全国城市

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
小城镇的方针。1980 年的全国城市规
划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指出“控制大城
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
小城市，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
并于 1984 年将该条政策写入《城市规
划条例》。这套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
依赖我国特有的户籍和城市人口粮食配
给制度，既控制了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增
长，也成为中央政府不给大城市新增建
设用地规模的理由。但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像北京、上海、广州这
样的大城市在没有新增建设用地的情况
下，为满足经济超速发展的需要，不得
不走上在老市区“见缝插针”“挖潜改造”
的老路，结果建设了一个密度更高、问
题更多的旧城区 [18]。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后，全球化、
市场化和分权化的推进加速了大城市的
发展。2001 年 3 月，国家“十五”计
划纲要开始承认大城市存在的客观性，
提出推进城镇化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的城镇化道路，逐
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此时，大城市
的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过度密集已经给
城市的运行造成了巨大压力，原有的城
市结构若再不改变，就会成为城市发展
的束缚。因而，拓展新的城市发展空间、
优化城市结构、缓解老城的人口增长压
力、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能力，成为当

图 1 巴黎、伦敦、东京都市区空间规划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10]、[9]、[15] 转绘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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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城市规划中的关键课题 [19]。然而，
受制于分权体制，行政区经济成为大城
市功能拓展的束缚，撤县 ( 市 ) 设区的
行政区域调整成为一种扩展城市空间的
主要手段，可扫除大城市空间拓展的行
政、财政体制障碍。我国沿海许多城市
通过“城市发展概念规划”从市域尺度
拉开城市发展框架，构筑多中心结构体
系，疏解中心城区过度集聚的人口和产
业，出现了城市区域化的特征。

1.3小结

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控制城市规模
的方针没有充分认识到大城市在经济和
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及作用 [20]，且没有认
清城市膨胀的根本诱因 [1]，未能有效减
少人口向大城市的过度聚集。不少研究
指出，“城市病”与城市规模并无必然
的、固定不变的因果联系。我国“城市
病”的出现，并不在于城市规模过大，
而在于体制磨合、结构失调、政策失误、
技术失当、管理失控及道德失范等方面
的原因 [21-23]。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城
市功能和结构的失衡才是产生“城市病”

的根源 [24]。解决“大城市病”、实现大
城市的功能疏解，需要从都市区的尺度
进行功能整合和协调布局，形成“多中
心”的空间结构组织模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由于分权
体制造成了高度分割和竞争激烈的行政
区经济，都市区大都是基于地级市尺度
的行政性都市区。2000 年以来，各大
城市纷纷通过撤县 ( 市 ) 设区扩大城市
行政地域，实现城市的区域化发展，构
建新的城市发展框架，疏解中心城区功
能。然而，地级市以上级别的城市难以
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手段实现外部内化的
功能、空间整合，区域一体化 ( 同城化 )
成为当前发达地区城市整合的重要策
略。以下，笔者将通过广州、佛山的案
例来论证大城市是如何通过城市区域化
和区域一体化两种不同路径实现大城市
功能疏解和空间整合目标的。

2广佛都市区建构的过程

广佛关系历来紧密，广州是一个没
有西部郊区的城市，佛山是一个没有中

心的城市，广州与佛山在一起才构成了
一个完整的“核心—边缘”结构，成为
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地理单元”[25]。
然而受行政体制的制约，广佛都市区的
建构包括两个并行的过程：一是通过广
州、佛山两市分别撤县 ( 市 ) 设区，扩
展城市空间，实现城市区域化发展；二
是通过城市之间的合作，强化区域一体
化。由此，广佛两市才逐步形成了完整
的“核心—边缘”的圈层式空间形态，
两市建成区已基本连为一体，形成大都
会区。产业区沿着珠江三角洲二环高速
公路布局，形成了萝岗、南沙和狮山三
个巨型工业园区；西樵山、白云山和莲
花山三个风景名胜区镶嵌在西、北、东
三面 ( 图 2)。如此布局，从客观上促进
了广州中心城区的功能疏解，从整个广
佛的角度整合空间功能，超越了大城市
规模之争。

2.1城市区域化

2000 年后适逢国际产业转移出现
新的变化，我国也开始进入产业重型化
的阶段，为此国家适时提出了“大中小
城市协调发展”的方针，使得大城市的
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却也使
得中心城市局促的空间资源和巨大的发
展机会之间矛盾的激化。因此，撤县(市)
设区实现城市区域化发展成为扩展城市
空间，整合市域内部各种资源要素的主
要手段。2000 年，广州率先将代管的
番禺、花都两个县级市改为市辖区，此
后又在 2005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区
划调整，至此广州市区的面积由原来的
1　443.6　km2 扩展至 7　434.4　km2，扩大
了五倍多。2003 年，佛山一次性将南海、
顺德、高明及三水四个县级市撤县 ( 市 )
设区，变为其辖区。

由于市、县 ( 区 ) 之间实力的不同，
广州和佛山在市域行政区划调整后，空
间整合方法各异。广州通过将治理尺度
上移，统筹了辖区的空间配置权，重构

图 2 广佛都市区空间组织结构图 图 3 广州 2011 年版城市总体规划空间结构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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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空间格局，使原来独立的县城逐渐演
化为城市的功能区，与新设的城市功能
区共同形成都市区功能组团。2016 年，
国务院批复的广州城市总体规划将整个
市域纳入总体规划发展版图，形成“一
个都会区、两个新城区、三个副中心”
的多中心网络型城市空间结构 ( 图 3)。
佛山具有典型的“弱市强县”特征，在
行政区划调整后采用“2+5”的组团空间
战略，进一步强化了五个区的“县域经济”；
2012 年佛山战略又升级为“1+2+5+X”，
刻意打造一个强中心，但结果仍不甚理
想 ( 图 4)。

2.2区域一体化

为整合空间功能实现大城市功能疏
解，除了撤县 ( 市 ) 设区的城市区域化
发展模式外，还有一条路径也在发展，
即强调相邻城市跨界合作的区域一体
化。广佛同城便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典
型案例，其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① 20 世纪 90 年代市场推动下的自发互
动阶段。当时，广州开始受到城市发展
用地不足的限制，部分功能开始突破行

政区划的限制向周边地区扩散，如广州
中山八路传统商贸批发业开始沿广佛公
路向南海外溢，形成了著名的“中山九
路”②商贸批发带。1997 年，黄歧的房
地产开发启动，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广州
老城居住人群的外溢。这一时期，广州
与佛山仍然是以南海东部地区为界进行
互动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广州以市场为
主导的辐射。②官方正式的初步对接与
合作阶段。2008 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
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提出强
化广佛同城效应，携领珠三角地区打造
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联系紧密的城市
群。广佛同城因此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得到上级政府的关注。至此，广州、佛
山两市政府才真正开启同城化对接与合
作。最初主要在基础设施、道路交通和
环境共治三个重点方面开展同城合作。
③广佛同城从初步对接逐步走向全面共
融阶段。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新的尺
度格局的提出，广佛两市为增强区域竞
争力开始谋划深度合作—“要谋划推
进更高层次的广佛同城化，携手参与全
球产业分工”。“广佛共建超级城市”

成为新的时代标签，一些区级间合作项
目也开始启动 ( 表 1)。 

3广佛都市区功能疏解的测度

广佛都市区建构的过程也暗合着大
城市功能疏解的过程，通过城市区域化
和区域一体化两个过程建构新的空间尺
度，在更大的地域范围上整合空间功能，
客观上起到了疏解广州中心区人口和产
业过度集聚的难题，提升了中心城区的
发展质量，进而提高了整个广佛都市区
的综合竞争力。为具体测度其功能疏解
的方向和强度，笔者分别从人口和产业
两个方面进行测算。

3.1人口的疏解

人口疏解是中心城区人口向周边地
区扩散转移的过程，从根本上反映城市
功能疏解的状况。由于人口统计数据的
局限，笔者只能用 2000 年和 2010 年
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来说明问题。首先
分别计算 2000 年、2010 年常住人口
和外来人口空间分布的基尼系数来测度

图 4 佛山 2012 年版城市总体规划空间结构图 [27]

时间 主要事件

2009 年 广佛两地提出《广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设合作协议》，在道路交通、产业
协作和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诸多要求

2010 年 11 月 广佛地铁正式开通，标志着广佛从此进入同城时代
2015 年 南海与荔湾、顺德与番禺、山水与花都签订示范区框架协议
2016 年 6 月 广州地铁 7 号线西延线顺德段在陈村破土动工，广州地铁 7 号线将延至顺

德北滘
2016 年 11 月 广州大学城卫星城在顺德北部片区正式启建；顺德将统筹配建 3 万套人才

公寓，依托“十百千万人才工程”和 14 所大学城及周边高校共建卫星城，
将其打造成广佛同城核心区

2016 年 11 月 佛山市第十二次党代会首次提出“广佛同心、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目标
2016 年 12 月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和佛山市路桥建设有限公

司在佛山南海举行番海大桥建设合作协议签约仪式；继海怡大桥后南海番
禺之间将再添“握手桥”

2016 年 12 月 中共广州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超级城市’成为代表国家参
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抓住先机就能赢得主动、抢占制高点”，并进一
步提出“要谋划推进更高层次的广佛同城化，携手参与全球产业分工”

2017 年 1 月 广佛两地共同印发《广佛同城化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2016—2020 年 )》
( 以下简称《规划》)；随着这一广佛同城化产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的提出，
两地将构建世界级高端高质现代产业新体系

表 1 广佛同城化发展大事记

资料来源：根据政府相关文件和新闻报导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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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空间集聚与扩散状况。其次，分
圈层③测度 2000 ～ 2010 年人口的增长
率，以便直观地看出人口扩散的方向和
强度。结果发现：①从基尼系数的变化
看，与常住人口相比外来人口分布更加
集聚，且 2000 ～ 2010 年二者仍在集聚，
但幅度不大，十年间基尼系数仅分别增
加了 0.02 左右。②从增长率的对比看，
常住人口近郊区增长最快，十年间年均
增长 5.01％，其次是远郊区，年均增长
2.73％，核心圈层只增长了 1.25％。外
来人口年增长率略高于常住人口的增长
率，远郊区最高，年均增长 8.26％，近
郊区次之，年均增长 5.01％，核心区年
均增长率仅为 2.10％。由这两组数据可
以进一步推断出，2000 ～ 2010 年广佛
都市区总体上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仍在
继续增长与集聚，但核心区的集聚势头
放缓，向近郊区和远郊区扩散的趋势已
经相当明显。

图 5 产业空间分布的基尼系数分析图
注：图中数据来源于广州和佛山三次经济普查资料，由于金融业从业人员数据的不完整，
该数据用企业数量来替代。

图 6 各区工业从业人口数量的均值标准化分析图
注：图中数据来源于广州和佛山三次经济普查资料，由于金融业从业人员数据的不完整，该
数据用企业数量来替代。

图 7 各区一般服务业从业人口数量的均值标准化分析图
注：图中数据来源于广州和佛山三次经济普查资料，由于金融业从业人员数据的不完整，
该数据用企业数量来替代。

图 8 各区金融业企业数量的均值标准化分析图
注：图中数据来源于广州和佛山三次经济普查资料，由于金融业从业人员数据的不完整，该
数据用企业数量来替代。

3.2产业的疏解

利用 2004 年、2008 年和 2013 年三
次经济普查数据，笔者首先通过计算产
业从业人员或企业数量空间分布的基尼
系数来测度产业的空间集聚与扩散状况；
其次通过将产业从业人员或企业数量进
行均值标准化处理，直观展现各区相关
产业势能对比的状况和此消彼长的演化。
结果发现：①从基尼系数的变化看，工
业在 2004 ～ 2008 年扩散趋势明显，在
2008 ～ 2013 年变化不大；一般服务业④

整体集聚程度不高，且 2004 ～ 2013 年
持续缓慢扩散；金融服务业集聚程度最
高，在 2004 ～ 2013 年有所扩散，但集
聚程度仍然很高 ( 图 5)。②从各产业从
业人员数量或企业数量的对比看，南海
区、顺德区的工业集聚度较高，南海区
由于广州服务业的扩散，工业集聚度有
所下降。番禺撤县 ( 市 ) 设区后工业扩
散明显 ( 图 6)；一般服务业主要集中在

广州中心城区越秀和天河两区，越秀区
对外扩散极为明显，佛山的禅城区、南
海区和顺德区扩展得较快 ( 图 7)；金融
业主要集中在天河区和越秀区，老城区
越秀区的金融业不断疏解，新的金融中
心天河区崛起 ( 图 8)。

4结语

中西方大城市规模控制和功能疏解
的历程均表明，大城市的发展有其自身
的客观规律，用人为强制手段去压制大
城市的发展规模是徒劳的，缓解“大城
市病”必须从都市区的角度进行结构调
整与功能重组，疏解中心城区过度集聚
的人口和产业，形成“多中心”的空间
结构组织模式。我国由于分权体制造成
严重分割的行政区经济，使大城市功能
疏解囿于市域尺度，未来需要进一步从
跨行政区的视角统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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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广佛都市区的实证发现，撤县
( 市 ) 设区的城市区域化和强调城市间
协调的区域一体化是实现都市区空间整
合、疏解大城市核心区功能的两种模式。
通过人口和产业的测度可以看出，核心
区人口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向近郊区和远
郊区疏解的趋势；工业、一般服务业也
在不断疏解扩散，广州传统的中心区扩
散明显。此外，尽管金融业也呈现微小
的扩散趋势，但仍然表现为广州两个核
心区之间的此消彼长，对外疏解趋势并
不明显。

大城市功能疏解源于工业革命以
来人口和产业过度集聚所引发的城市问
题，是城市化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
是政府干预城市功能表达的社会行动计
划。大城市功能疏解的根本目的是要解
决或缓解“大城市病”，同时实现产业
的转型升级，改善城市生产、生活环境，
进而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实力。因此，这
是一项综合的、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
多个部门、多个学科的共同努力，不仅
需要从都市区空间整合的视角来疏解相
关功能，还需要理顺涉及城市发展方方
面面的体制机制，实现大城市健康、可
持续发展。

[ 注　释 ]

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们认为城

镇化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规律，在社会主义

条件下不存在城镇化现象。受这一意识形

态的影响，直到 1979 年南京大学的吴友

仁教授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化

问题》一文，学术界才开始正视中国城镇

化的发展问题。

②“中山九路”实际是指佛山南海区连接广

州中山八路的广佛公路。因中山八路的商

贸批发业自发地向南海区广佛公路上扩

散，被民间戏称为广州的“中山九路”。

③广佛都市区的圈层划分参考了城市地理学

者做郊区化的相关文献。考虑到统计上的

方便，粗略地将越秀、荔湾、天河及海珠

四区作为核心区，禅城、南海、顺德、番

禺、萝岗及白云七区作为近郊区，其他区

域则作为远郊区。

④文中的“一般服务业”是指商贸、批发业、

住宿和餐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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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三度·三力：超大城市的功能结构与特征

□　周　劲

[ 摘　要 ] 生产、生活和生态是构成城市功能结构的三大基本要素，尺度、密度和速度是衡量城市规模与效率的三大基本指标，
辐射力、吸引力和竞争力是推动城市持续发展的三大基本动力。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等所谓“城市病”的产生，
并非源于城市的“大”“密”“快”，而是源于功能结构的失衡和动力机制的失调。文章以深圳为例，基于“三生·三度·
三力”的分析，探讨了超大城市功能集聚与疏解的特征。
[关键词] 超大城市；功能结构；生产；生活；生态；尺度；密度；速度
[文章编号]1006-0022(2018)09-0024-06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A
[引文格式] 周劲．三生·三度·三力：超大城市的功能结构与特征 [J]．规划师，2018(9)：24-29．

Functional Structure And Characters Of Metropolis/Zhou Jin
[Abstract] Production, life, and ecology are three essential factors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 Scale, density, and velocity are 
three major indices of urban scale and efficiency. Radiation, attraction, and competition are three main forces of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rban diseases such as over population, transport congestion, and air pollution are caused by imbalance between 
functional structure and main forces. The paper studies the functional concentration and dispersal of metropolis with Shenzhen case. 
[Key words]  Metropolis, Functional structure, Production, Life, Ecology, Scale, Density, Velocity 

超大城市的尺度、密度和速度的持续扩大与提升
是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竞争
和国力比拼的必然选择。由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和空
气污染等所谓的“城市病”引发的超大城市功能疏解
与城市分工成为业界讨论的焦点议题。无论是基于级
差地租理论所描述的“摊大饼”式单中心模型，还是
基于产业链分工的“中心城 + 卫星城”式主次中心模
型，或是基于城市群理论的“网络组团”式多中心模型，
面对当今中国大陆上出现的超大尺度、超高密度和超
快速度的城市化现象，都难以单方面给出令人信服的
解释。

人眼所见的物质世界仍然遵从爱因斯坦的公式：
E=cm2。那么，一个城市的能量 (E) 是否也取决于其

关键的两个要素：速度 (c) 和质量 (m) ？其中，质量
是由尺度和密度两个要素决定的。“大象也能跳舞”
是全球 IT 业巨头 IBM 公司董事长兼 CEO 郭士纳提出
的巨型组织管理思想。体量大不是问题，只要有足够
快的应变速度，就会产生不可预计的强大能量。近年
来国内迅速崛起的电商就是“大”“密”“快”三者
结合的典型实例。

其实“城市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并非来自城市的
“大”“密”“快”，而是源于功能结构的失衡及动
力机制的失调。生产、生活和生态是构成城市功能结
构的三大基本要素。三者的交织互动构成了城市肌体
的 DNA 基因链，三者的链长和链接决定了城市的“体
型”及“体态”的健康状况。尺度、密度和速度是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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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豪的“深圳速度”，是深圳及其他超
大城市面临的艰巨挑战。这里所说的速
度，不仅是指经济增长速度和建设速度，
还指城市的运行速度。从空间使用效率
上看，更聚集于交通系统的运行指标。
有研究者甚至定量分析和探讨城市每拥
堵 1 小时会造成直接或间接 GDP 损失
有多大。

3辐射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城市

持续发展的三大动力

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剧国家之间、
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两大趋势，无论
是经济组织之间，还是国家之间、城市
之间的竞合关系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
中。有时竞争大于合作，有时合作大于
竞争，更多的状况就是竞合联盟。其间
的力量对比取决于各自的辐射力、吸引
力和竞争力。

奥林匹克运动精神口号是：更高、
更快、更强。一个城市要赢得竞技中的
优势，不仅要有更高的“体型”和“体
态”，还要有更优的“体量”和“体质，
更要有更强的体能和体力。无论是何种
竞技项目，哪怕是技巧成分占据再大的
比例，一个运动员也不能忽视日常的体
能训练，这是保证在赛场上能爆发和持
久的基本条件。对一个城市而言，既要
有对外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又要有保持
内部竞争的活力，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一
个城市内在的产业竞争力。所谓“城市”，
作为战争防御功能的“城”，逐渐退化
或演变为对开发边界的自发坚守，而作
为商品交易功能的“市”，却越来越发
挥其不可限量的增长潜力和机会。

超大城市不断涌现，其“大”和“密”
带来了更多的就业与创业机会，成为持
续吸引农村人口的强大磁极。当然，只
有“大”和“密”是不够的，否则那些
曾经的资源密集型和重工业产业密集型
城市就不会衰落了。但要厘清的是，城
市衰落并非城市本身的衰落，产业动力

量城市规模及效率的三大基本指标，三
者的大小和高低决定了城市的“体量”
及“体质”的健康程度。辐射力、吸引
力和竞争力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三大基本
动力，三者的平衡和协调决定了城市的
“体能”及“体力”的健康水平。

1生产、生活、生态：城市功能

结构的三大要素

“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公共健康问
题，城市规划和设计通过控制与引导物
质环境建设，影响和改变着人与空间环
境的互动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居民
的健康结果。”[1] 以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
理论，将城市的主要功能概括为居住、
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方面，并被写入
1933 年国际建筑协会的《雅典宪章》里。
八十多年前的这一经典表述到现在也并
不过时。从人的需求角度看，居住、工
作和游憩分别对应于城市的生活、生产
和生态三个方面，在形态上表现为面状
斑块化的功能空间，而交通作为线状网
络化的要素串联了这三大功能空间。另
一个不太显化的线状网络化的要素是市
政系统，它以较为隐蔽的方式串联了这
三大功能空间 ( 图 1)。

生产、生活和生态三大面状要素与
交通、市政两大线网型要素共同搭建了
城市功能结构。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
城市的三生结构往往是不平衡的，正如
同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一样，正经历从
温饱 ( 生产优于生活 )、小康 ( 生活优于
生产 ) 到富裕 ( 生态、生活、生产兼顾 )
的三大阶段。不难发现，越是经济发达
的城市，越有条件和能力维护好三者的
平衡发展，而原生态优越但经济落后的
中小城市往往很难控制好各类生产、生
活污染源而导致生态质量的持续恶化。
当然，大城市逐渐将污染项目外迁到这
些中小城市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对于超大城市而言，生产链、生

活链和生态链的不断延长已成为明显趋
势。生产链越长意味着产业上下游就业
机会增多；生活链越长意味着社会包容
性越强，主流文化和亚文化可以和谐并
存；生态链越长意味着生物多样性实现
的机会越多，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可能
性越大。相对而言，超大城市更有财力、
物力和人力将空间管制及环境治理从核
心城区延伸至城乡边缘及广大的自然资
源保护区，实现全覆盖、全流程和全要
素的动态监管，实现生活、生产和生态
功能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发展。

2尺度、密度、速度：城市规模

效率的三大指标

如果说生产、生活、生态的结构决
定了一个城市的“体型”和“体态”的
健康状况的话，那么尺度、密度与速度
就是衡量一个城市的“体量”和“体质”
的关键指标 [2]。城市的“体量”可以用“尺
度 × 密度”来计算。超大城市是基于
人口规模来划分的，但是同样是千万级
人口的城市，尺度和密度却相距甚远。
从全域尺度看，深圳的行政区面积只有
上海的 1/3 和北京的 1/8，但却承载着
近两千万的人口。截至 2015 年底，深
圳现状建设用地毛容积率已达 1.1，超
过了香港的 0.97 和东京的 0.80[3]。

当然，人口密度和建筑空间密切相
关，建筑密度又与气候区密切相关，气
候区又与地理纬度密切相关。高纬度地
区城市密度低，低纬度地区城市密度高，
也是符合日照通风等健康人居环境要求
等基本规律的。因此，当对不同区位的
超大城市进行对比研究和分析时，不可忽
视在同样人口数量或经济体量的状况下，
会呈现迥然不同的尺度和密度的情况。

在中国目前已有的七个超大城市
(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重
庆和深圳 ) 中，深圳或许是尺度最小、
密度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在日渐庞
大的体量条件下如何继续保持曾经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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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才是根本原因 ( 图 2)。

4病症、病因、病理：“城市病”

认识存在的误区

人多车杂和空气污染通常是超大城
市的基本画像，也是媒体经常报道的新
闻主题。但如果遵循“田野调查”的方
法，稍微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的话，会发
现民间流传着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说法。
尤其是广东经济发达的镇区，他们的表
述是：“人多车多香火旺，有人气才有
财气！”这些情况在媒体和学者看来是
“城市病”，而在他们看来堵车是城市
繁荣的象征。正如简·雅各布斯等人在
1961 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所指出的那样：“城市的复杂性和多样
性决定了表面的干净整洁，但并不意味
着内在的健康。”有学者认为可以从
第三世界自然发展的城市中学到很多东
西，“在那里，由于没有明确的分区排
序或者矩形路网，城市发展完全是靠城
市自我调节控制，也自然而然地遵循了
复杂系统中严密发展的结构规则。当然
现有的条件实在不容乐观，卫生、水源
和服务设施等都十分匮乏。然而，在脏、
乱、差的表面之下却有着可以给全世界
做范例的城市连贯性”[4]。

城市表面的病症是易见的，内在的
病因却很难找到准确的答案。以 2003
年席卷全国的“非典”为例：病症的发

源地是佛山，但深圳却比距离更远的香
港发病率要低得多，这是为什么？至今
是个难解之谜。将珠三角地域上紧紧毗
邻的三个特大城市进行对比：论人口，
香港最少，广州最多；论交通，香港最畅，
广州最堵；论房价，香港最高，广州最
低；论空气污染，广州、深圳、香港难
分彼此。深圳在城市尺度和密度上刚好
处于香港和广州之间，这是区位决定论
的必然？还是特区规划和发展的偶然？
城市流行病的发生和传播与城市密度有
直接关联吗？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在 2004
版《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中修
订的居住用地的容积率比 1997 版有较
大幅度的降低，算是对“非典”影响的
一种回应。或许医学专家通常认为聚集
的人群更容易传播流行病，但那是在较
小的社区或地区，而当尺度放大到千万
级人口规模和上百平方公里的城市空间
上，人口密度未必是真正的病因。十多
年后的今天，2014 版《深圳市城市规划
标准与准则》和当前正在修订的《密度
分区》却又再次大幅度提高了容积率上
限，这是否意味着社会各界不再认为“城
市病”与密度直接相关呢？

要找到真正的病因，就必须分析病
理。病理的概念存在中医和西医两大体
系：常见病西医有优势，疑难杂症中医
有办法。古代的“风水学”与现代的自
然地理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疾病

的传播与“风”和“水”密切相关，尤
其是在温热潮湿的南方城市。“风道”
和“水系”或许是解开“非典”之谜的
关键钥匙。

5均衡、平衡、守衡：健康城市的

功能结构特征

维护城市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的结
构均衡是达成健康城市目标的前提。“风
道”和“水系”是组成自然环境的关键
要素，正如人体的健康需要蔬菜和水果
一样，营养均衡是维护健康体魄的第一
步。所幸的是，深圳建市之初的第一版
城市总体规划 (1986 版 ) 就凝聚了全国
100 多位规划专家的智慧，富有远见地
确立了以自然山体和入海河道为生态隔
离带的组团式城市结构。这一结构在之
后的 1996 版、2006 版和 2016 版的总
体规划中都得到继承与延续。尽管在短
短 40 年里，深圳人口从 30 万猛增到今
天的近 2　000 万，建筑总量也接近 10
亿平方米，但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大
城市病”。不得不说，一个均衡的人工
与自然相互交织的布局结构为深圳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组团隔离带不仅防止了
城市无序连绵“摊大饼”式的发展，而
且提供了宽敞的“风道”，维护了基本
的“水系”，即便是在超高人口和建筑
密度的状况下，也能保持优良的空气质
量和足量的绿化涵养空间。

图 2 “三生·三度·三力”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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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生”与《雅典宪章》“四大功能”的
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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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出台全面的“退二进三”政策，但也
曾经提出过局部“腾笼换鸟”的导引和
在原特区外的龙岗区建“大工业区”及
在宝安区建“某某产业基地”的举措，
目的是逐步把加工业从原特区内向外转
移，但实际效果却并未如愿。这些所谓
的“低端”产业要么至今仍留在特区内
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要么就直接迁到
了内地省份，并没有留在之前预想的新
“笼子”里。如此导致了旧“笼子”未
腾空，新“笼子”也迟迟装不满。前些
年媒体热炒的富士康跳楼事件和近年来
华为“出走”东莞的事件，警示城市功
能尤其是产业功能的疏解一定有其内在
的经济规律，政府在制订引导政策或产
业布局规划时既不能过于超前，更不能
过于滞后。富士康事件反映出城市公共
服务的滞后无法留住低劳动力成本的产
业，华为“出走”现象反映出城市环境
品质的局限也无法留住研发型企业总
部。这提示城市决策者无须直接干预企
业的去留，而应该把施政的重点放在完
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提高环境质量水
平上，这两方面做好了自然就留下了高
质高效的企业，相反也自然淘汰了低效
低质的产业。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千万要破
除一个普遍存在的对产业认识上的误
区—产业类型本身存在先天的优等劣
等之分。实际上，看似资本密集型的
金融业和高新产业也需要劳动密集型的
“币农”和“码农”，看似劳动密集型
的制衣业和餐饮业也需要顶级的服装设
计师及米其林星级大厨。任何一个产业，
甚至包括被划为“一产”的农业，其自
身都存在一个很长的产业链，都符合“微
笑曲线”的基本理论，在其两端都有一
个高附加值的广阔的成长空间。深圳的
产业政策尚且既不能偏爱又不能歧视某
类型产业，那规划就能主观地判定和引
导某类产业外迁吗？因此，城市政府应
该更多关注的是产业附加值和地均产值
的增长，而不是企业的去与留；更多关

促进城市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职
住平衡是完善健康城市功能的核心。城
市的运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交
通体系的结构与组织。而随着城市规模
的持续扩大和建设空间的不断拓展，客
观上会导致通勤距离越来越长。即使像
深圳这样的组团式结构的布局，也只能
在某一个尺度上缓解职住分离的压力。
从全市域的角度看，由于产业升级和级
差地租的影响，CBD 的就业人口也不可
能全部居住在核心区域，尤其是低收入
的服务业从业人员，不可避免地迁往外
围地区居住。因此，职住平衡的难题需
要从不同空间尺度上寻找解决出路。对
于超大城市而言，急需建立远中近 ( 区
域、城际、市域)、快中慢(高快速、中速、
慢行 ) 和大中小 ( 大运量、中运量、小
运量 ) 互相结合和统筹兼顾的综合交通
体系，如此才能既维持多中心组团结构
的局部职住平衡的优势，又能适应城市
持续增长和升级的客观需求。

倡导城市绿色低碳和循环经济的能
量守衡是实现健康城市运行的关键。“大
城市病”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空气污染。
众所周知，只要政府下决心对高碳产业
实施关、停、并、转，就立刻可以实现
北京的“APEC 蓝”。可见，过剩产能
不仅是个严峻的经济问题，还是个严重
的环境问题。近年来，绿色经济受到国
际国内诸多政策的大力鼓励和扶持，新
能源汽车产业更是得到快速发展。但是，
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马上会面
临大量废旧汽车和电池的回收处理难
题。这对连常规垃圾都难以处置的各大
城市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垃圾围城的
现象越发显现，末端处理已经穷途末路，
只有从源头上治理才能找到新出路。垃
圾分类最近成为媒体大力报道的城市管
理举措，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履
行国际义务、严控碳排放的决心。因此，
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与守衡应该上升为超
大城市的关键运行策略，新能源技术不
仅仅是某个产业或某个产业链创新的方

向，而且应成为整个城市战略决策要考
虑的关键因素。

6超大城市功能聚集与疏解—以

深圳为例

强调结构均衡、职住平衡和能量守
衡，并不意味着城市功能结构的完全扁
平化和均质化。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和建
设规模的扩大及经济总量的提升，必然
带来城市功能质的飞跃。深圳最初以进
出口贸易和加工为起步，带来了物流业
的发展和高新业的繁荣，继而催生了金
融业的兴旺。三次产业的比例结构也随
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服务业持续增长，
总部经济逐渐壮大。从城市用地功能和
结构上看，高端服务业的集中化趋势也
显而易见。除了传统的罗湖商业中心和
按规划基本建成的福田中心区外，后海
中心区、前海中心区和深圳湾超级总部
片区等高强度、高密度新兴片区正在异
军突起，甚至紧邻原特区的第二圈层的
宝安中心区、龙华中心区和龙岗大运新
城也谋求成为全市副中心。其中，龙岗
中心还意图在“深圳东进”战略中占得
桥头堡的地位，在与惠州乃至汕头的联
动发展中强化自己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6.1生产功能的聚集与疏解

尽管受到行政边界的限制，但投资
和产业发展自有其内在的经济规律。它
在不断打破地域分割，实现最高效益的
跨区域资源配置。在此动力作用下，深
圳既有更高端功能集中的趋势，又有次
级功能疏解的现象，二者几乎同时发生。
因深圳经济特区当初正是采用以市场经
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故城市的发展与
产业的转型密切相关。随着主导产业和
支柱产业量的增长及结构的变化，城市
用地功能和结构也相应调整。城市功能
的疏解也应该遵循经济规律，而不是政
府一厢情愿地盲目干预。

虽然深圳没有像其他超大城市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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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是公共服务环境和质量的提升，而
不是产业自身的迭代与演化。

之所以说深圳城市功能集中与疏解
并存，是说不同类型的产业 ( 包括第一、
第二、第三产业 ) 的总部、研发和销售
等高附加值端，仍然不断向深圳的市级
主中心和区级副中心地区集中，而且其
低附加值端也在不断向中心外围的各圈
层疏散，不仅迁移到相邻的东莞、惠州，
甚至直接蛙跳到汕头和众多内地省市。

6.2生活功能的聚集与疏解

产业功能的集中与疏解主要靠市场
这只“无形的手”，政府这只“有形的手”
更多应该放在对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聚
集与疏解的引导上。城市生活功能的聚
集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大型城市综合体
和购物中心的不断涌现。继全国首家大
型购物中心华润万象城开业以后，深圳
的大型购物中心就不断涌现。据世邦魏
理仕 2017 年发布的《全球购物中心发
展报告》，深圳在建购物中心以 458 万
平方米的数量位列全球第一位。另外，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未来已批和在建的
商业面积相当于 16 个“华强北商业街”
的规模 [5]。

大型综合性一条龙服务的商业中心
有利于规模化经营和品质的提升，满足
不断增长的高密度人口的消费需求，但
也应该警惕其可能出现的供给过剩的风
险。全球五百强的沃尔玛中国总部在深
圳的设立也几乎印证了“五公里死亡圈”
的商场与街店竞争的规律。因为有些商
业项目的立项并非基于市场需求的调
研，而是规避政府对住宅容积率的控制
而盲目提高商业建筑面积比例所致。虽
然大型室内化的公共空间有利于克服极
端气候对日常生活的不利影响，但另一
方面也压制了街道空间和特色小店的生
存机会，不利于户外公共活动和交往空
间的营造，也不利于培育多元的城市文
化和塑造独具特色的城市形象。相反的
例子也不少，即使深圳不断落成新的购

物中心，但以东门老街为代表的旧街旧
巷的人气却持续旺盛，不能不说这种街
道生活仍然是城市生活功能不可或缺
的一部份，不应草率地纳入城市疏解的
对象。

城市生活功能的聚集与疏解还体现
在教育和医疗这两方面。随着“二胎”
政策的实施，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尚未
遭遇“老龄化”困境，却率先面临“幼
龄化”的挑战：幼儿园、小学乃至中学
都出现学位不足和儿童医院、妇幼医院
人满为患的状况。由于土地紧缺和选址
落地困难，规划中安排的学校和医院设
施实施率很低，甚至需要通过改造全市
97 座村办民办小学来缓解就学压力。就
幼儿园、小学、中学这类对服务半径要
求比较高的设施而言，均等化的布局是
必然选择。同时，由于师资力量和医务
人员难以在短期内补足，深圳不得已选
择了不断扩建既有学校和医院，以提高
建筑面积、容积率和学位、床位规模来
应对供需不平衡的压力。因此，深圳呈
现出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不断往市区各
级中心城区聚集的现象。虽然政府早几
年前就在原特区外规划了“七高、八高、
九高”等高中，部分市级专科医院也外
迁至龙华、龙岗等区，但实施进展都极
其缓慢。

为了提高人才竞争力，深圳大力引
进了国内外名校进驻，在原规划南山西
丽大学城逐步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等名校
填满的情况下，又开始在原特区外的龙
岗、光明、坪山等远离市级中心的新区
选址筹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北理莫斯
科大学和中山大学等若干高校，这或许
算是一种教育功能的疏解。但是，这种
疏解并不是以原有中心城区的校址挪做
他用作为代价的，而是教育用地在不断
挖潜以至于无潜可挖的前提下才另行选
址的。反过来看，可以视作全国优质高
校教育资源向深圳的聚集，也是一个城
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的表现。

6.3城市生态功能的聚集与疏解

在城市生态功能的认识方面存在三
大误区：一是自然生态至上，认为原生
态最好，绿色空间越多越好；另一种是
人工生态至上，认为清洁能源最好，绿
色科技人定胜天；第三种是主张自然生
态与人工生态截然分开，井水不犯河水，
不是建设用地就是非建设用地，分别采
取“一刀切”的完全不同的管制政策和
方法。这三大误区也是国务院机构改革
之前国土空间治理条块分割弊端的认识
论根源所在。

深圳在 2005 年率先制定基本生态
控制线时，就打破了规划部门和国土部
门关于用地分类的传统管制思路，既在
建设用地中识别出需要尽可能减少人为
建设和干预的具备自然生态功能的公园
绿地，又在非建设用地中识别和区分可
以合理适度利用的设施类别。将自然生
态与人工生态相互交织和融合为一体，
变无人监管的、被动消极的保护为有人
监管的、主动积极的保护，促进自然资
源的“资产化”和“资本化”。“资产化”
和“资本化”之所以加引号，并不是说
将其交由市场去主导，而是在全社会倡
导一种绿色 GDP 的观念，让市民认识
到自然生态的价值。同时，也有利于调
动全社会的资本和力量加入自然生态资
源的良性保护与合理利用中来。

深圳生态功能的聚集主要体现在对
生态安全格局、生态廊道和关键生态节
点的系统控制上。如果规划得当、实施
得力，城市的生态功能未必随着建成区
的扩大和开发强度的增长而消退，反而
可以更加聚集和强化。例如，不仅紧邻
城市核心地区的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候鸟群数量呈现稳中有升的态
势，还对深圳中心公园的河道实行了生
态化改造，许多植物种群和鱼类都出现
在河道里了。甚至很多居住小区的居民
反映其小区花园里可以见到的鸟类品种
都比过去多了。

生态功能的疏解则主要体现在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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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线实行分级分类管理的策略上。2005
年深圳首次划定生态控制线时，其范围
内并不是清一色的“无人区”，还包含
一定数量的自然村落和旅游、交通、市
政设施，也包含一些违法建筑。除了“占
补平衡”的原则外，必须以生态格局的
系统性和完整性为前提，仔细分析和判
断这些既有设施的影响程度，分门别类
地采取搬迁、整治和优化等不同对策及
措施，使之逐步与生态保护不相冲突，
甚至能与之融为一体。这也是 2017 年
中央一号文件倡导“田园综合体”试点
探索的要义所在。

中国城镇化的规模、速度和密度都
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一进程不
仅会挑战传统经典的社会学、经济学，
还必将挑战传统经典的生态学。自然生
态与人工生态不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城市“双修”修
补的不仅仅是社会和环境，而且要融合
和打通自然与人工的边界，兼顾生物多
样性和社会包容性，真正迈向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7结语

超大城市不是一天形成的，其功能
疏解和城市分工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客
观的发展规律。虽然深圳在全国七个超
大城市中是目前唯一没有呈现“摊大饼”
式蔓延而是维持了“多中心组团”式结
构生长的城市，但是也应该看到，深圳
近年来逐步显现持续等级化和圈层化的
演变趋势。本来，建立“多中心组团”
结构的初衷是力求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职
住平衡，但是这种平衡具有相对性、层
次性、区域性和动态性。在实际城市空
间的演进历程中，初始阶段较低层次、
较小范围的职住平衡发展到一定阶段必
定被较高层次、较大范围的不平衡所打
破。之后经过自身调节演变，又会在更
高层次、更大范围达到新的平衡。如此
循环往复，螺旋上升 [6]。

回顾深圳走过的四十年，从每隔十
年修编一次的历版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
特点中，可以探究其成长的脉络。深圳
从某种意义上可视作“国家级开发区”
不断成长的典型案例。如果说 1986 年
版总体规划是确立“开发结构”( 组团
式结构 ) 的话，那么就可以说 1996 年
版总体规划是确立“开发边界”( 划定
了建成区和非建设区，并率先将非建设
区纳入城市规划管理范围，生态控制线
就是其后衍生的政策 )，2006 年版总体
规划是确立“开发规模”( 率先在总体
规划中确立了全市密度分区 )，2016 年
版总体规划是确立“开发效率”( 率先
全面深入研究综合交通体系、城市更新
和土地整备策略 )。接下来或许就是向
“开发质量”、“开发品牌”和“开发
标准”( 最近深圳经验向“一带一路”
国家的输出中显现出其独特的价值 ) 方
向努力了。

之所以重提“开发”这个词，也许
不合当下的时宜，但中国幅员辽阔，毕
竟大部分城市尚处于城市化的初级或中
级阶段，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仍然是目
前普遍面临的主要矛盾。深圳作为改革
开放的前沿城市，是许多超大城市从小
到大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但又不完全
是过去城市发展历史的重现，而是凝聚
了一代又一代城市规划者、建设者和管
理者的集体智慧及探索创新，走出了一
条独特的成长之路。本文尝试概括如下：
深圳在生产、生活和生态相互协调的基
础上确立了弹性的“开发结构”、审慎
的“开发边界”和适度的“开发规模”，
从而维护了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结构
均衡、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职住平衡、
绿色低碳和循环经济的能量守衡。在城
市尺度不断扩大、城市密度不断增长和
城市速度不断加快的过程中，仍然保持
了较高的“开发效率”。深圳在努力实
现社会公平、经济繁荣和环境优美的可
持续发展道路上做出了独特的探索与实
践，其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接下来的深度

城市化进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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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主城区功能疏解规划策略

□　王　芳，闫晶晶，易　峥，何　波

[摘　要] 功能疏解与城市功能迭代相伴相生。东京、首尔、北京和上海等世界超大城市纷纷经历过功能疏解的历程，为
城市功能更新提供普适性的经验和原则。重庆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为更好地承担国家使命和区域
责任，必须思考如何实现城市功能最优化、空间效率最大化，因此疏解与城市定位不相匹配的功能不可避免，延伸部分优
质公共服务设施也非常必要。文章研究了世界其他超大城市功能疏解的经验和做法，以重庆为案例，分析了快速发展中的
特大城市如何有效推进功能疏解，提出了新旧同步、疏聚同步、职住同步的三个基本原则，立足“两点”定位、“两地”“两高”
目标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确定四类疏解对象，并提出疏解、延伸、互换、转型四种方式及具体的实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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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District Functional Dispersal Of Chongqing/Wang Fang, Yan Jingjing, Yi Zheng, He Bo
[Abstract] Urban functional dispersal is accompanied by functional iteration. Mega cities such as Tokyo, Seoul, Beijing, and 
Shanghai have all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functional dispersal, and they provide experience and principles for urban functional 
renewal. As the national central city and the only municipality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ity in the western region, 
Chongqing must reflect on realizing the best urban function and efficiency. Therefore it is inevitable to disperse unnecessary 
functions and expand quality public servi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basic principles of synchronization: new and old, 
dispersal and aggregation, employment and residential locations. Based on new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nd goals, this paper 
specifies four types of dispersal objects, and proposes four strategies: dispersal, extension, ex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central city, Function dispersal, Strategy, Chongqing

0引言

大城市的经济活跃度高，是人口及高端商业服务、
公共服务等主要功能的集聚地和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载体。为了促进城市尤其是核心区的功能优化，世
界城市大多经历过城市的功能调整与重组。近年来，
我国的北京、上海等城市也纷纷开展核心区的功能优
化，把非核心功能疏解作为提升城市整体功能、推动

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手段。
重庆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在国家区域发展及对外

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和重要的作用。重庆主城区高端
要素聚集明显，人口和产业持续增长，是国家中心城
市的核心载体。然而，重庆主城区功能仍有待优化，
内环以内地区集聚着大部分的优质教育和优质医疗设
施，但仍有大量低效非核心功能占据有限空间；内环
以外地区用地快速拓展，产业、居住的服务功能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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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配套不够完善，导致人口向内环
以内地区惯性聚集，加之重庆特有的山
水地形特征，增加了不必要的穿山过江
通勤，使得交通拥堵等城市问题突出。
研究通过总结国内外超大城市功能疏解
的经验，回顾重庆功能疏解历程，基于
新时代、新定位、新要求，提出重庆主
城区功能疏解的原则、对象和方式。

1功能疏解的作用

1.1功能疏解是城市升级演化的必经

历程

1.1.1符合国家战略的引导

城市的定位受国际竞争环境、国内
发展形势及战略需求的影响，核心功能
也一直处于延续发展和动态变化之中。
从国际经验看，功能疏解是全球超大城
市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通
过非核心功能疏解，打造具有影响力和
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以更好地承担
国家战略，参与全球竞争。
1.1.2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产业

体系

从伦敦、巴黎、东京等国际大都
市的发展规律看，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
经济结构的升级。通过功能疏解，在更
大尺度内统筹人口与产业发展，可以使
城市经济流从核心区向城市周边地区集
聚，有利于形成人口、生产要素向外扩
散过程中的新节点，形成城市新兴服务
业的集中分布区；同时，功能疏解为
核心区的产业升级腾挪空间和补充动
力，推动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产业
体系。
1.1.3实现单核向多中心的空间结构

转变

从国际经验看，大部分城市的功能
疏解都从基本条件出发，确定不同功能
区，分层次承接疏解功能，形成权责分
明、重点突出的功能组合，最终实现从
单核向多中心空间结构转变，这也是超

大城市功能疏解的基本模式。例如，东
京先后建立了新宿、池袋、涩谷及上野
( 浅草 )、大崎、锦糸町 ( 龟户 ) 和东京
临海等城市副中心，每个副中心都建有
完善的办公、购物和休闲设施，有效分
散了东京中心城区的压力。继而，通过
多摩新城、港北新城、千叶新城建设以
及 5 次修订和落实《首都圈基本规划》，
最终形成了“中心区—副中心—周边新
城—邻县中心”的多中心多圈层城市格
局。
1.1.4促进整体功能完善和基础设施

的高效运行

中心区功能疏解和区域功能重组使
区域整体的功能作用发挥到极致，能有
效提高区域内经济的运行效率和民众的
生活质量，内圈层和外圈层之间的功能
联动必然促进形成便捷、高效的交通、
市政等基础设施网络。例如，纽约、伦敦、
东京三大全球城市在功能升级和换代过
程中，均着重于交通运输网络的全覆盖，
尤其是轨道、公交等城市公共交通基础
设施，以此提供功能疏解的可能性空间，
构成功能网络结构骨架和联结枢纽。

1.2功能疏解是城市治理的重要手段

1.2.1 确定人与环境相匹配的城市

容量

超大城市对人口具有很强的快速集
聚作用，当城市建设和管理滞后于人口
迅猛增长时，城市各类基础设施的供给
就会落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导致环境
污染、交通拥堵、资源短缺和治安恶化
等一系列矛盾，人与环境不相匹配则会
增加居民出行的时间和成本，影响工作
效率，抑制城市活力，而且会导致生态
环境的恶化。功能疏解的重要目标是通
过功能优化和重组实现人口规模的合理
调控，缓解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压
力，解决环境容量超载问题。从超大城
市发展历程看，一般都通过郊区化、建
设卫星城或者新城等方式实现了功能疏

解，也在一定程度上疏解了中心城区的
人口。
1.2.2引导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

资源的优化配置

超大城市过度集聚的功能包括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而
社会服务功能在中心城区的过度集聚导
致城市公共资源出现空间分布极不均衡
的现象，尤其是医疗、教育和交通等方
面，区域间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失衡带
来了城市空间和功能发展的失衡。功能
疏解就是聚焦城市社会治理空间，通过
疏堵结合的方法，创新空间规划方式，
集聚各种力量和资源实现社会服务在区
域的优化配置。例如，上海提出原则上
不在中心城区新建三级公立医院，疏解
部分为周边地区服务的中心城区医疗教
育产业，包括合作医疗、中低端应用型
教育等，同时完善新区基本教育、医疗
卫生和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构建复合
宜人的社区“生活圈”，保障居民享有
平等的人性化服务。
1.2.3 以综合整治促进城市修补和

生态修复

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过程中运
用城市修补和生态修复等新理念、新方
法，开展了拆除违法建设、疏解一般性
制造企业、区域性专业市场、部分公共
服务设施等整治工作，并开展了整治占
道、无证无照经营，城乡结合部、中心
城区、老旧小区、中心城区重点区域，
地方空间群租房及棚户区“商改住”租
房等一系列相关工作，以期在功能疏解
的过程中实现城市空间品质升级，吸引
和保障核心功能注入。
1.2.4行政力与市场相结合助推城市

精明增长

功能疏解过程涉及多元利益主体，
应以法律为准绳，遵循市场规律。行政
力与市场相结合不仅要求政府依靠规
划、政策引导和综合手段进行疏解，还
要求在市场中检验城市疏解的政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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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解。第三阶段 (1975 ～ 1985 年 ) 出
台《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东京
都长期规划》《首都改造计划》，构建
多核多圈层的空间结构。第四阶段(1985
～ 1995 年 ) 出台《第四次全国综合开
发规划》《第四次首都圈基本计划》《多
极分散型国土形成促进法》，推动第三
产业和人口从东京向外疏解，推动“首
都行政功能转移”。第五阶段 (1995 ～
2005 年 ) 出台《第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
划》《第五次首都圈基本计划》等，加
强外围中心城市产业配置，并重新吸引
提升东京国际竞争力的功能和产业，避
免中心区活力丧失。

2.2首尔：重视非首都功能疏解，但

忽视了新城就业和公共服务功能的

承接

20 世纪 60 ～ 70 年代，首尔的功
能迁移目标区在首尔市外围的京畿道地
区，到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首尔城市
化步入成熟阶段，人口容纳能力降低，
同时首尔与周围地区间的通达性提高，
首都圈规模扩散到周边地区，韩国政府
提出对首都圈进行整体规划，并将分散
政策的迁移目标区转向首都圈外的地
方。进入 21 世纪，基于国防安全、区
域均衡发展和首都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韩国最终选择迁都。在规划控制层
面，首先出台了绿化带制度，在限制首
尔城市土地蔓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刺激了首尔市郊区外围卫星城市的发
展。其次，通过首都圈整备战略，在产
业布局方面强化了首尔的国家中枢管理
职能，对首都职能以外的其他职能入驻
都给予限制，并引导选择性分散—通
过把以首尔为中心的“单核”空间构造
向“多核连接型”空间构造转化，提高
首都圈的整体竞争力。此外，通过新城
计划，解决了中心城区人口的外迁和居
住问题，但由于新城开发缺乏对就业和
公共服务自我满足的规划，新城居民往

策，避免出现违背城市发展规律和伤害
城市活力的现象，提升政府管理水平和
工作效率，进而促进城市精明增长。例
如，北京在开展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过程
中，不仅以 2014 年习总书记“2·26”
讲话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京津冀协同
发展规划和新版北京市总体规划的要求
推动，而且在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市
场和企业在疏解及功能转型过程中的诉
求，依托市、区法制部门制定相关行政
规范性文件和相关法律文件，包括土地
成本的平衡、住房安置、产权方更换业
态的经济收益补贴等，为功能疏解工作
提供法律、政策依据。

2超大城市功能疏解的经验与启示

2.1东京：推动“首都行政功能转移”，

加强外围地区国际功能配置，同时

避免中心区活力丧失

进入 20 世纪，经济腾飞使东京都
市圈的人口、经济规模在世界首都圈中
首屈一指，但同时也给交通、环境和住
房带来了很大问题。除了毫不松懈地调
整产业结构，控制人口规模，完善公共
交通建设外，东京自 1955 年开始从国
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城市功能和
人口疏解。第一阶段 (1955 ～ 1965 年 )
以“限制”为主，出台了《首都圈整备
计划》《全国综合开发规划》《新产业
城市建设促进法》《低开发地区工业开
发促进法》《工业建设特殊地区建设促
进法》等，推动工业和人口向东京外围
城市疏解。第二阶段 (1965 ～ 1975 年 )
通过《首都圈整备法》修正，出台了《第
二次首都圈基本计划》《新全国综合开
发规划》，同时又相继出台提升地方城
市工业发展的《农村地区工业引入促进
法》和《工业布局鼓励法》，进一步加
强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快速交通联
系，提升外围城市的吸引力，继续推动
大学、研究机构等教育、研究功能向外

返于新城和母城之间，加重了首尔内外
的交通拥堵，绿带的宽度又加大了这
一通勤距离，造成汽车使用数量和基础
设施建设投入增多，同时也加重了环境
污染。

2.3北京：坚持疏解非首都功能与

城市综合整治相结合

北京集中了大量非首都功能，这些
功能及其所具有的资源非常宝贵，如优
质的教育资源、优质的医疗资源、重要
的科研资源、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及企业
总部资源等。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大
城市病”问题为导向，坚持京津冀协同
发展，目的是在功能疏解的过程中实现
城市的功能重组，一方面保障和服务首
都的“四个中心”( 全国政治中心、文
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 )
功能，另一方面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核心目标，通过功能疏解推动城市的
修补和生态的修复。北京通过行政力量
与市场力量相结合的方式，要求坚持疏
解非首都功能与城市综合整治相结合，
其疏解的对象包括一般性的产业，特别
是高消耗的产业；包括区域性物流基地、
区域性专业市场等第三产业；包括部分
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
功能；包括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
构和企业总部的疏解。同时，在非首都
功能疏解的过程中对增量进行严控，通
过明确的目录对新增的产业进行限制和
禁止。为了更好地利用腾退空间，北京
还提出了腾退空间优先用于保障中央政
务功能、预留中央国事活动空间，优先
用于科技创新，优先用于增加绿地和公
共空间，优先补充三大设施，以及优先
完善交通市政功能五项原则。

2.4上海：明确底线、“疏”“集”

结合、减存优增、分层疏解

上海按照“明确底线、‘疏’‘集’
结合、减存优增、分层疏解”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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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布局要求分散、靠山、隐蔽，以及“大
分散、小集中”，这使得重庆工业散乱
分布在老城区。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
秩序逐渐恢复，为了推动城市功能合理
布局，重庆 1982 版总规提出将渝中区、
南坪和石桥铺等城市主要开发区域的工
业功能向外搬迁；1993 年重庆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设立，散乱在老城区的机械、
仪器等企业向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中，加
快了工业向外疏解的步伐。但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重庆全市 60％以上
的大中型工业企业、80％的重庆工业 50
强企业仍布局在老城区，环境污染严重，
影响了主城级差地租效应，制约了城市
综合功能发挥，加之工业配送系统布局
不合理，导致城市交通拥堵加剧。基于
此，重庆直辖后的第一版总规提出，推
动中心区工业企业向当时拓展的高速公
路环形线 ( 现内环 ) 和放射状公路干线
沿线疏解。2000 年，重庆北部新区设立，
集聚了分散的机械电子等工业企业，主
城区工业大多疏解到内环周边。随着城
市的扩张，内环以内已成为城市开发的
核心区域，因此 2007 版总规提出工业
企业进一步向内环线和绕城高速之间疏
解，为内环以内地区的城市功能提升腾
挪空间。经过多轮布局调整，目前主城
区内环以内工业用地不到 10　km2，且这
些工业企业大多转向研发、设计等。主
城区未来新增工业空间主要布局在绕城
高速路周边的园区内。

二是教育功能搬迁。在举国建设大
学城热潮背景下，重庆在 21 世纪之初
推动了教育科研功能的搬迁。一方面向
主城的东、西两翼搬迁，东翼以两路城
区的西南政法大学为主，西翼则是以西
永大学城为载体，建设重庆科研与创新
基地。截至 2017 年底，规划的 15 所高
校已入驻 14 所，重庆大学、第三军医
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教育功能大多向大学
城疏解，本部以研究生教育为主。另一
方面是向主城周边的区县搬迁，如重庆

工商大学将部分科研功能搬迁至江津
区等。

进入新时代，面对新的开发开放格
局，重庆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必将承担
着更重要的国家使命和区域责任，全球
城市竞争的加剧也需要重庆构建更加有
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加之新时代社会主
要矛盾的变化，以及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等新发展要求，促使重庆必须推动各项
设施与人口、环境容量、人民需求、发
展定位等更加匹配，空间使用更加高效。

3.2重庆主城区功能疏解原则

3.2.1坚持“新老同步”

主城区的老城区功能疏解和新区功
能承接要同步。老城区主要指内环以内
的区域，目前城市主要功能大多集中在
老城区，开发强度高、开发密度大，人
口已经远远超过规划预期，建设用地空
间所剩无几，亟待进行功能疏解；新区
指内环以外的区域，是近年来人口和用
地新增的主要区域，可开发空间大，但
配套设施建设普遍滞后，功能不完善。
通过老区疏解与新区承接同步，推动
主城区功能优化，实现人与环境容量相
匹配。
3.2.2坚持“疏聚同步”

内环以内的老城区功能疏解和功能
聚集要同步。与北京、上海进入功能外
溢而推动功能疏解的发展阶段不同，重
庆主城区功能疏解更多是功能迭代与升
级，因此老城区通过疏解与其发展定位
不相匹配的功能，为高端要素进一步聚
集腾挪空间，从而构建更具有竞争力的
产业体系，更好地承担国家中心城市职
责。
3.2.3坚持“职住同步”

内环以外的新区功能承接与功能完
善同步。一方面通过积极承接核心地区
疏解出来的功能，培育新的功能节点，
推动城市空间高质量拓展；另一方面加
快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引导医疗、教育、

稳步推进城市非核心功能的有机疏解。
在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强化支撑城
市核心功能的相关产业；淘汰不符合控
制“四条底线”要求的“四高两低”产
业、低端批发市场和一般加工贸易；控
制暂时还不能疏解的非核心功能产业，
重点是控制集装箱吞吐量、大卖场和购
物中心、物流配送中心、普通医疗和教
育机构。在优化市域空间结构方面，推
动为全球服务的功能进一步向中心城区
集聚，为长三角服务的功能逐步向郊区
新城集聚，支持郊区新城依托制造业基
础、创新成本较低、生态环境较好等优
势，培育和增强科技创新、总部经济和
文化创意等核心功能。此外，上海还提
出加强长三角区域协同，完善区域功能
网络，结合国家新一轮区域空间布局，
主动服务“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
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
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拓展功能疏解
新空间。

3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背景下的重庆

主城区功能疏解

3.1重庆主城区功能疏解历程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重庆在国家发
展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使得
重庆城市功能外来植入性极强，因而其
产业更迭节奏快、变动大。回顾过往，
重庆功能升级的过程伴随着持续的功能
迭代与功能疏解。

国民政府西迁、三线建设等一系列
事件，推动重庆形成了门类齐全、配套
完善的工业体系，是中国大后方唯一门
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区。直辖后，重庆
逐渐从单一的工业城市转向功能多样的
复合型城市，这个过程伴随着持续的功
能更新与疏解：

一是工业功能的疏解，大致经历了
老城区—内环沿线—集中工业区—绕城
沿线的疏解历程。三线建设时期，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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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商品交易市场。据统计，内环以内目
前共有 42 个传统大型商品交易市场，
这些市场大多以家具建材、汽摩和五金
机电等为主，业态低端且不面向终端消
费，其中大部分位于用地条件较好的主
干道周边，主干道本身的交通和进出交
叉口的货车交通叠加加剧了交通拥堵；
同时，市场功能混杂、交通组织杂乱、
摊位乱搭乱摆，环境脏乱差等现象普遍
存在，严重影响城市风貌，并对社会治
安、城市管理等带来巨大挑战 ( 图 1)。

第二类是长途汽车客运站，内环以
内现有 6 家长途汽车客运站，除近年新
建的龙头寺外，其他客运站受高铁便利
化、航空平民化、私家车保有量快速增
长和网约车冲击等多因素的影响，客流
已经呈持续性下滑态势，在客运方面的
交通运输作用逐步弱化；而这些长途汽
车客运站多位于城市核心商圈周边的城
市干道附近，机动车占道停车、客流组
织不畅导致人流拥挤等现象长期存在，
以及多种交通流叠加加剧了客运站周边
交通拥堵 ( 图 2)。
3.3.2立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需求，识别延伸的优质公共

服务功能，补齐民生短板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
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
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但目前，主
城区“上学难”“就医难”等现象依然
突出，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分布
极不均衡，尤其是优质的医疗和教育设
施内环以内“富”、内环以外“缺”的
矛盾十分突出。

教育设施方面，师资队伍优秀、社
会口碑好、建校历史悠久的优质中小学
校 70％集中在内环以内 ( 表 1)，但就近
入学比例仅为 45％；而内环外区域的优
质教育设施数量严重不足且分布不均。
与此同时，内环内的优质教育设施建校

图 1 内环以内的盘溪农产品市场周边功能混杂示意图

图 2 内环以内的红旗河沟长途汽车客运站周边交通情况图

对比内容 主城区 内环以内地区 内环以外地区

现状中小学数量 ( 处 ) 684 269 415
现状优质中小学数量 ( 处 ) 144 93 51
优质中小学比例 (％ ) 21 35 12

表 1 内环以内和内环以外地区优质设施数量对比

标准 对比内容 内环以外地区 内环以内地区

国标 千人床位数 ( 床 ) 7.0 7.0
现状 编制床位数 ( 床 ) 21　537 30　494

人口规模 ( 万人 ) 444.7 374.3
千人床位数 ( 床 ) 4.80 8.15

表 2 内环以外地区及内环以内地区床位数与国标对比

交通等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完善综合
服务功能，促进产城融合、职住平衡。

3.3重庆主城区功能疏解策略

3.3.1立足“两点”定位、“两地”“两高”

目标识别疏解功能，促进资源优化

配置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了“两
点”定位、“两地”“两高”的发展目

标，这是重庆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主城
区是落实国家发展要求的核心载体，尤
其是内环以内区域空间资源宝贵，必须
实现更高效的要素配置和提高土地使用
效率。因此，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
功能应当及时从内环内的核心地区疏解
出去：

第一类是以批发为主的生产资料、
工业消费品市场和生活消费品等传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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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早，普遍存在场地狭小、用地紧张
等问题，大多数学校的生均用地面积不
达标，而高口碑效应仍在不停吸引大量
区外就学人群，进一步加剧了教学用房
紧张的矛盾。

医疗设施存在同样的问题。70％的
三甲及以上优质医疗卫生设施分布在内
环以内，其中又集中分布在渝中区，其
千人床位数达到 20.6 床；而内环外千人
床位数仅为 4.84 床，远远低于国家标
准，其中南岸区、九龙坡区、巴南区千
人床位数甚至低于 4 床，医疗设施严重
不足。内环内优质医疗设施建设时间早，
目前普遍存在设施用地紧张、开发强度
高、就医环境差、停车位少、消防存隐
患等问题，但其良好的医疗服务能力仍
在不断吸引大量外部就医人口，附一院、
肿瘤医院等主城区外人口就诊比例高达
50％，既加大了穿山过江的交通压力，
又进一步加剧了“看病难”的矛盾(表2)。
3.3.3推动内环以内地区和内环以外

地区功能融合发展，促进城市整体

升级

强化内环以内地区高端要素集聚辐
射、国内重要功能性金融中心核心载体、
国际大都市风貌展示功能，培育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严格控制增
量，有序疏解存量，为核心区的产业升

级腾挪空间和补充动力，让富余的资源
加快挪出去、有限的资源高效利用起来、
过密的人口有序转出去。同时，推动内
环以外地区强化西部创新中心、现代制
造业基地、内陆开放高地核心支撑功能。
充分发挥两江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的战
略引领作用，着力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
源集聚，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改善人居
环境，加快形成体现国家中心城市经济
辐射力和服务影响力的集中风貌展示
区。加快重点组团开发，因地制宜推动
功能疏解项目精准落地；大力引进国内
外优质的医疗、教育等资源；站在融入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战略高度，
在规划上做必要“留白”，为未来的发
展留有余地。通过内环以内地区和内环
以外地区的功能融合发展，促进城市整
体升级。

3.4重庆主城区功能疏解方式

不同功能对城市发展的支撑不同，
功能设施服务对象不同，所采取的疏解
方式也有所不同，参照其他城市的经验
和实际需求，本文建议可以采取以下方
式，分项推进重庆主城区功能疏解。
3.4.1疏解

建议将 42 个传统大型商品交易市
场的批发物流功能全部疏解。针对各市

场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转型方向，可以采
取 3 种方式。一是关闭并整体外迁，主
要针对位于商业核心区周边或者主要交
通枢纽附近的市场，原址可用于发展研
发、楼宇产业和众创空间等创新型产业；
二是功能外迁，主要针对朝天门市场群
等具有知名口碑效应的市场，将批发物
流功能外迁至绕城高速路周边，原址向
现代采购中心、品牌展贸中心、总部贸
易平台转型发展；三是就地转型，主要
针对特色市场，不再保留批发物流功能，
直接面向特色产品终端服务，并促进商
业模式转型和服务创新 ( 图 3)。

市场权属复杂，疏解难度大，极易
形成疏解过程中的分流、返流现象。为
了推动其疏解，参考其他城市经验，在
具体措施上要多管齐下、多处发力。一
是“行政手段 + 市场手段”并重，行政
部门发挥引导作用，制定市场搬迁的时
间表和路线图，强化宣传引导；市场发
挥主导作用，通过市场优胜劣汰的自然
机制优化疏解进程。二是“内环以内疏
解 + 内环以外培育”并重，一方面通过
行政、政策、市场等多种方式引导内环
以内市场疏解，另一方面通过完善交通
设施、提升公共服务设施、减免税收及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等方式加快培育外环
区域性大市场，提升其对外迁市场的吸

图 3 内环以内地区搬迁与转型的市场空间分布图 图 4 渝中区优质医疗设施向外疏解延伸路线图



36

引力。三是“市场设施 + 物流体系”同
步，加大市场周边“居改非”清理，将
内环整体纳入货车全时段限行区域，通
过同步疏解市场周边的仓储物流设施和
市场所依赖的物流体系，实现传统大型
商品交易市场的疏解。
3.4.2延伸

全民共享的优质教育设施不能简单
地搬迁或者疏解，而应强调向外辐射和
延伸。

针对内环内用地紧张的优质教育设
施，原则上不再扩大办学规模，按现有
办学条件核定招生人数，从而划定招生
片区，严格执行划片招生政策。

针对就学难的问题，重点是提升优
质教育设施比例，一方面鼓励内环以内
优质学校在内环以外地区兴办分校，重
点推动原市教委直属的人民小学、巴蜀
小学、重庆一中及重庆三中等名校在主
城区兴办分校，鼓励区属优质学校在所
属辖区内的内环以外区域兴办分校；另
一方面鼓励引进国际学校或国内优质教
育资源，吸引民营企业兴办优质教育设
施。此外，还应探索标准化建设、集团
化办学模式，鼓励建立学校联盟，实施
学区制管理，打破校际资源壁垒，逐步
实现从以校为单位到以学区、校区为平
台，在一个学区和校区内，实现硬件设
施、人力资源和课程资源的共享，从而
提高教育整体水平，让全民共享优质教
育服务。
3.4.3互换

优质医疗设施首先面向当地服务，
但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重庆的医疗服务
还应该服务于周边区域。为了缓解内环
内优质医疗设施就诊压力大的矛盾，自
2009 年开始，渝中区部分优质医院已
经开始在外兴办分院，但这些分院大多
注重硬件建设，优质医生、护士、门诊
并未同步配置，对就医人群分流的实际
效果有限。

笔者认为优质医疗设施疏解的核心

是“互换”，针对区域服务的优质医疗
设施，加大兴办分院的力度，近期将关
联度不高的科室整体向分院搬迁，远期
将分院升级为本部，医院现有本部以社
区医院或分院或门诊形式保留，只有通
过本部分院互换，才能实现优质科室、
优质门诊、优质医生、优质护士等医疗
服务能力和医疗设施同步疏解，实现就
医人群分流 ( 图 4)。

此外，基于重庆主城区丰富的医疗
资源，可结合地形地貌特征和就诊人群
的来源方向，在主城区东部、西部、北
部及南部的槽谷地带各自预留大型的医
疗卫生用地，为片区提供医疗服务，争
取实现大型公共医疗服务不过江、不穿
山。
3.4.4转型

针对不适宜在老城核心区布局的长
途客运功能应结合客源进行线路重新分
解，按照渝东北、渝东南、渝西 3 个方
向将现有的长途客运线路逐渐从内环以
内向北部两路、东部茶园、西部重庆西
站等公路换乘枢纽节点进行分流，强化
公路换乘枢纽与地铁、公交的接驳，分
散客流，减缓交通压力。

针对城市内部停车设施普遍缺乏的
现状，建议现有长途客运站转向城市客
运、城市停车等空间，并结合城市功能
综合开发进行功能转型，商圈周边红旗
河沟、沙坪坝等长途客运站强化“站商
结合”，增加为商圈配套的停车等服务
功能，其他长途汽车客运站逐步转型为
以公交、轨道为主的综合换乘枢纽。

4结语

总的来看，重庆主城区整体处于功
能培育和要素集聚阶段，所有功能类型
对重庆而言都是必要的，需要思考的是
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下，如何实
现城市功能的最优布局，如何让有限优
质的空间更高效。城市永远在动态发展，

功能迭代一直在持续进行，功能疏解也
是一个动态而长期的过程，但如何避免
疏解之后可能出现的空心化现象，需从
新旧同步、疏聚同步、职住同步入手，
以期通过 3 个同步，争取实现城市定位、
功能、产业、人口、空间和设施协调匹配，
促进城市的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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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视角下武汉城市圈协同发展思考

□　葛春晖，张振广

[摘　要] 武汉城市圈提出了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体化大都市圈的发展设想，但至今仍然存在着非核心功能难以疏解、
人口经济产业不断向心集聚、外围城市培育不足与人口流出等发展难题。文章从经济地理视角进行分析，发现单中心集聚型
城市圈功能向心集聚只是阶段性特征，武汉城市圈形成了一体化的都市区与弱联系的外围区两大层次，其中都市区是核心功
能区，外围区是特色功能集聚区，强调价值认同。基于此，文章提出武汉城市圈协同发展的策略，包括强化整个区域协同的
共同价值观引领、关注一体化的大都市区建设、关注全域差异化的功能疏解及关注从城镇等级体系向功能特色体系转型等。
[关键词] 经济地理；功能疏解；协同规划；武汉城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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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格式] 葛春晖，张振广．经济地理视角下武汉城市圈协同发展思考 [J]．规划师，2018(9)：37-43．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Wuhan Metropolitan Circle From Economic Geography Viewpoint/Ge Chunhui, 
Zhang Zhenguang
[Abstract] Wuhan metropolitan circle proposes globally competitive metropolitan area development vision, yet it is bothered by 
problems of functional decentralization, concentration of population and industries, weak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outflow 
in peripheral cities. From economic geography viewpoint, the paper indicates one-center concentration of metropolitan area is a 
temporal phenomenon. At present, Wuhan metropolitan circle has formed two layers: integrated central area with core functions, 
and peripheral area with characteristic functions. The paper proposes strategie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or Wuhan metropolitan 
circle: building an agreed value for regional coordination, integrated metropolitan area development, differentiated functional 
transferring, transition from urban hierarchy system towards functional system etc.
[Key words]  Economic geography, Functional transferring, Coordination plan, Wuhan metropolitan circle

0引言

顺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构建
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镇圈，基于此推动区域协同发
展与核心城市功能疏解，成为新一轮区域协同发展的
关注重点。在理论层面，吴良镛率先提出城市圈规划
应寻求区域整体的协调发展，通过空间上的“疏解”
与“集中”，形成完善的城镇网络；官卫华提出城市
区域成为全球时代竞争的基本空间单元；程必定提出
都市圈未来发展方向是一体化、同城化和国际化。同
时，也有学者聚焦武汉城市圈展开了探索，如黄俊提
出武汉城市圈处于单核心集聚的初级阶段，刘玉博提
出武汉城市圈应制定区域的、整体的规划以促进城市
圈内各城市的优势互补。在实践层面，南京都市圈、

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和太原都市圈等规划已获得
批复①，上海、宁波、杭州新一轮总规编制也提出了
划定大都市圈规划的设想②。

武汉城市圈是我国较早提出跨区域协同的地区，
早在 2001 年武汉市委市政府就提出了“大武汉集团
城市”的构想，并于 2002 年正式提出武汉城市圈概
念；同时，武汉也是单中心集聚特征比较明显的地区，
虽然不断展开各种推动功能向外疏解与区域共同发展
的设想，但是长期受困于武汉自身尚未拥有强大的吸
聚效应，这些都市圈层面协同发展的设想并未发挥作
用。这是否与武汉城市目前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是
否会随着中心城市建设基本饱和、进入存量主导时期
后自动转变为功能外溢阶段，值得探讨。除此之外，
都市圈规划往往提出诸多规划目标，如何评价既有规

[作者简介] 葛春晖，硕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规划一所所长。
张振广，硕士，现任职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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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圈打造成为较发达、一核多强的城
市圈；“武汉城市圈 2010”提出成为
经济、社会、生态、城镇和谐发展的一
体化区域，“武汉城市圈 2016 研究”
提出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级城市
圈。历版规划层层递进，逐步明确了一
体化发展、区域级城市圈的功能导向。
同时，历版规划强调武汉综合性枢纽城
市建设，推动功能结构调整与非核心功
能向外围转移；提升黄石、鄂州和黄冈
等外围核心城市能级，加强对于武汉等
城市功能疏解的承接作用，通过寻找差
异化的功能发展引导其与周边组团式发
展，形成以武汉为核、周边多强的协同
格局。
1.1.3空间协同：轴带辐射主导下的

城镇等级化空间格局

在城镇等级方面，历版规划基本强
调武汉超级城市 ( 大于 400 万 )、黄石—
大冶特大城市 ( 大于 100 万 ) 及多个大
城市 (50 万～ 100 万 ) 和多个中等城市
(20 万～ 50 万 ) 的城镇协同格局，只是
不同规划对于大城市数量提法不一致，

“武汉城市圈 2007”提出大城市有 7 个，
包括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
天门和潜江；而“武汉城市圈 2010”
仅提出 5 个大城市，少了咸宁和天门。
在协同发展方面，历版规划强调武汉对
于周边地区的协同带动作用，包括划定
核心圈 (“武汉城市圈 2007”)、提出都
市发展区 (“武汉城市圈 2010”) 和明
确核心地区 (“武汉城市圈 2016 研究”)
等；强调周边地区的抱团发展，包括
构建外围地区四大组团 (“武汉城市圈
2007”)、形成区域三条增长带 (“武汉
城市圈 2010”) 及明确区域“一个组群
+ 三个片区”的空间格局 (“武汉城市
圈 2016 研究”) 等。
1.1.4系统协同：构建一体化交通体系

与持续性的生态格局

在综合交通方面，历版规划都提出
打造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的设想。“武
汉城市圈 2007”提出“打造‘双快’
为支撑的一小时交通圈”，“武汉城市

划的绩效，目前尚缺少相关的研究探索。
因此，本文结合武汉城市圈较多的

规划编制实践与发展评估，探寻现实发
展与规划目标的落差，剖析其内在机制
与原因，厘清都市圈功能疏解与区域协
同的内在规律特征，并进一步提出新一
轮城市圈编制的策略。

1武汉城市圈的规划设想与现实

发展的差距

武汉城市圈(又称武汉“1+8”城市圈)
涉及到了武汉、孝感、黄冈、黄石、咸宁、
鄂州、仙桃、天门及潜江共 9 个城市，
面积为 5.78 万平方千米，占湖北省总面
积的 31％；尺度在 120 ～ 160　km 圈层
范围内，在我国大多数省会城市圈尺度
排名中居于中等水平 ( 图 1)。

1.1多维度的规划设想

武汉针对武汉城市圈已开展了四轮
相关规划研究探索，包括《武汉城市圈
总体规划纲要 (2007—2020)》( 以下简
称“武汉城市圈 2007”)、《武汉城市
圈空间规划(2010—2020)》(以下简称“武
汉城市圈 2010”)、《武汉城市圈区域
发展规划 (2013—2020)》( 以下简称“武

汉城市圈 2013”) 及《武汉城市圈协同
发展及武汉城市发展策略研究》( 以下
简称“武汉城市圈 2016 研究”)，这些
规划从不同维度提出了武汉城市圈未来
的规划设想，并体现出了一定的延续性。
1.1.1发展目标：能级地位不断提升

的目标愿景

规划定位由区域增长极跃迁至亚太
门户，“武汉城市圈 2007”提出成为
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武汉城市
圈2010”提出“成为中国第四大增长极”，
“武汉城市圈 2016 研究”提出“成为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服务亚太的内
陆开放门户区”。功能定位由区域层面
上升至国家、国际层面，“武汉城市圈
2007”提出成为“内陆地区的先进制造
业高地和现代服务业中心”，“武汉城
市圈 2013”提出成为“全国重要的先
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基地、全国重要
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武汉城市圈
2016 研究”进一步提出成为“世界级
光电子信息产业中心，国家级科技创新
中心、交通物流中心、生态文化旅游示
范区、高端装备制造基地”。
1.1.2功能协同：“一核多强”的区域

一体化协同发展构想

“武汉城市圈 2007”提出将武汉

图 1 各都市圈 (都市群 )与武汉都市圈的空间尺度对比
注：图中红线范围代表武汉都市圈，蓝线范围代表各都市圈 ( 都市群 )。

成都城市群   136％ 长株潭城市群   149％

南京都市圈   109％

中原城市群   101％

杭州都市圈   60％
环鄱阳湖城市群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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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2010”提出“构建核心高速网络骨架，
形成区域快速联系通道；加强环射型轨
道交通建设，打造‘轨道上的大武汉’”
等一体化策略。在生态环境方面，历版
规划都强调构建“一江、两山、多湖、
多廊”的生态安全格局，包括沿长江的
主要生态走廊，南部幕府山、北部大别
山的两脉青山，梁子湖、斧头湖—西凉
湖、汈汊湖、野猪湖—王母湖等重要湖
泊，汉江、汉北河等主要江河流域。

1.2现实发展的差距

在中央区域协同的大政方针下，武
汉城市圈在交通联通、生态共保等方面
实施较好，并渐进地向规划目标推进，
但面临着功能与空间协同不足、距离目
标有不少差距等问题。
1.2.1“一级独大”的发展态势愈加

明显

在历版规划的持续引导下，武汉
城市圈仍然呈现出典型的单中心集聚特
征，武汉“一极独大”的发展态势愈加
明显。在人口格局方面，与南京、杭州
等都市圈相比，武汉城市圈 I 型大城市
和Ⅱ型大城市层级严重缺失，表现出了
武汉首位城市遥遥领先、中间大城市断
层和小城市扁平化的特征 ( 表 1)。

在经济格局方面，武汉集聚态势愈
加显著。武汉的 GDP 占湖北省的 GDP
总量不断提升，武汉城市圈外围城市的
GDP占湖北省的GDP总量却呈现倒“U”
形下降特征，表明武汉并未充分发挥对
外围经济的带动作用。这与上海、南京
在同等发展时期的趋势不同，2000 年
后，上海 GDP 占上海城市圈 GDP 的
比重开始下降，南京 GDP 占南京城市
圈 GDP 的比重也在 2005 年之后不断下
降。因此，现阶段的武汉对周边城市起
到了“灯下黑”的吸聚效应。
1.2.2非核心功能难以向外围地区疏解

武汉城市圈周边城市产业低水平
同质化竞争明显，各类企业仍以武汉为
核心集聚。无论是劳动、资本密集型企
业，还是技术密集型企业，武汉各类型

城市圈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Ⅰ型大城

市

Ⅱ型大城

市

中等城市 Ⅰ型小城

市

Ⅱ型小城

市

人口规模

＞ 1　000

万

人口规模

为 500 万

～ 1　000

万

人口规模

为 300 万

～ 500 万

人口规模

为 100 万

～ 300 万

人口规模

为 50 万

～ 100 万

人口规模

为 20 万

～ 50 万

人口规模

＜ 20 万

武汉城市圈 0 1 0 0 5 16 9
南京都市圈 0 1 0 2 3 15 10
杭州都市圈 0 1 0 1 3 11 3
环长株潭城镇
群

0 0 1 1 6 29 10

中原城市群 0 0 1 1 4 19 29

表 1 五个典型城市圈各级别城市数量对比

产业的企业数量均超过武汉城市圈的
80％ (2016 年 )，如金属加工业占比为
93％、交通设备制造业占比为 91％、纺
织与服装业占比为 84％等。各类型产业
集中在武汉城市内部，武汉及武汉城市
圈周边县市形成典型的“产业阴影区”。
而且，武汉非核心功能集聚态势仍在继
续，以纺织服装制鞋业为例，2003 ～
2016 年，武汉企业数量占武汉城市圈
企业数量的比例由 35％升至 43％，而
上海同一时期比例由 21％降至 15％。
1.2.3腹地辐射带动能力整体偏弱

(1) 武汉对周边城市的产业关联较
弱，企业关联网络节点能级较低。武汉
在全国范围内的主要联系城市是上海、

南京等长三角特大城市，以及襄阳、宜
昌等省内大城市，而与城市圈内部城市
的关联较弱。2016 年，武汉对周边八
市的投资仅为 30 亿元，远低于同时期
的上海对上海周边地区 (1　929 亿元 )、
南京对南京都市圈 (246 亿元 ) 的投资。

(2)武汉城市圈外围城市培育不足。
从全国层面遴选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天津、南京、杭州、沈阳、郑州、
重庆、武汉、成都、长沙、西安及南昌
15 个中心城市，对其周边 150　km 腹地
范围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武汉周边腹地
无论是在常住人口 (2014 年位于 13 位 )
还是在 GDP(2014 年位于 11 位 ) 排名
中都位于倒数五位 ( 图 2)。

图 2 国家中心城市和中部中心城市周边腹地经济与人口总量比较

西安
100：6　790 亿
150：8　888 亿

重庆
100：11　880 亿
150：15　578 亿

深圳
100：44　161 亿
150：58　676 亿

广州
100：41　273 亿
150：57　844 亿

南昌
100：4　791 亿
150：8　248 亿

长沙
100：11　631 亿
150：15　042 亿

武汉
100：11　534 亿
150：14　035 亿

郑州
100：12　251 亿
150：21　544 亿

南京
100：19　736 亿
150：31　397 亿

天津
100：21　361 亿
150：32　103 亿

沈阳
100：12　426 亿
150：17　914 亿

北京
100：23　882 亿
150：36　524 亿

100：100 公里 GDP 加和
150：150 公里 GDP 加和

100：100 公里常住人口加和
150：150 公里常住人口加和

上海
100：44　815 亿
150：50　660 亿

杭州
100：17　386 亿
150：35　512 亿

成都
100：2　149 万
150：3　541 万

重庆
100：1　882 万
150：3　515 万

武汉
100：2　110 万
150：3　054 万

西安
100：1　604 万
150：2　237 万

郑州
100：2　191 万
150：3　989 万

北京
100：2　694 万
150：4　452 万

天津
100：3　737 万
150：4　355 万

沈阳
100：1　591 万
150：2　512 万

南京
100：2　203 万
150：3　858 万

上海
100：4　086 万
150：4　307 万

杭州
100：1　961 万
150：3　967 万

长沙
100：1　662 万
150：2　743 万

南昌
100：1　131 万
150：2　001 万

深圳
人：3　773 万
人：4　862 万

广州
人：4　601 万
人：5　413 万

成都
100：11　434 亿
150：16　454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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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围地区人口外流。武汉城市
圈整体呈现人口外流的趋势，2010 年
常住人口比 2000 年减少 45 万。具体而
言，在武汉城市圈内部城市中，武汉人
口快速增长，但外围城市人口基本呈现
外流特征。2014 年武汉人口净流入 207
万，武汉外围地区人口净流出 319 万，
其中仙桃、黄冈和天门等净流出人口占
常住人口比重超过 10％。

总之，武汉城市圈发展现状与规划
设想存在一定差距，在武汉城市圈产业
不断向武汉集聚、武汉非核心功能难以
向外疏解、外围地区人口不断流出等现
状格局下，武汉城市圈呈现出武汉“一
核独大”、外围整体偏弱的单中心集聚
型特征，这是规划或发展的问题还是势
必如此的阶段性特征，需要从经济地理
视角探寻其内在规律与机制。

2武汉城市圈发展的规律

对标国际类似先进地区的城市圈，
可以从空间布局视角将城市圈划分为多
核心协同型城市圈与单中心集聚型城市
圈两种类型，笔者重点聚焦单中心集聚型
城市圈进行研究，探寻尺度为 150　km、
核心城市首位度较高的东京都市圈及芝
加哥都市圈等，从阶段演变、空间布局
等维度归纳其规律性特征。

2.1时间维度：以“阶段”定协同

模式

从集聚的阶段视角考察芝加哥与
东京城市圈的演变规律，两个城市圈
都经历了中心城市集聚、近域地区扩

散及全域稳定发展三个阶段。从芝加哥
城市圈看，其在 1837 年建市之初人口
仅为 4　000 多人，随后经历了人口爆发
式增长，至 1950 年左右人口达到 362
万的顶峰；随后，芝加哥都市区人口进
入了快速增长期，其人口占都市圈人口
的比重从 1950 年的 24％增至 2015 年
的 55％；芝加哥外围城市人口虽然不断
增长，至 2015 年人口增长到 196 万，
但是其人口占城市圈人口的比重却不断
下滑，直到 1950 年芝加哥市人口稳定
后才基本维持在 20％左右。从东京城市
圈看，东京都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前经历了波动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随着经济快速恢复而急剧增长，1965
年后基本稳定在 1　100 万～ 1　200 万并
成为世界最大城市；同时，人口开始向
周边埼玉、千叶和神奈川三县集聚，三
县人口比重由 1975 年的 39％增至 1995
年的 52％；东京城市圈外围四县人口则
多年来保持较为稳定的格局，至今维持
在 700 万～ 800 万 ( 图 3，图 4)。

因此，中心城市的发展阶段是城市
圈协同模式的核心，影响着周边地区的
发展方向与重点。在中心城市集聚阶段，
中心城市具有比外围地区更加强大的磁
力作用，不断吸引人口、经济和建设等
各类要素向核心集聚，中心城市与外围
地区能级不断提升，单核集聚态势日趋
显著。在近域地区扩散阶段，中心城市
建设容量基本饱和，进入存量更新阶段，
人口、经济增长不显著，核心功能向中
心地区集聚，非核心功能不断向外围地
区疏解，周边地区受到较强辐射成为主
要增长地区，推动周边地区与中心城市

连绵发展，大都市一体化显现。在全域
稳定阶段，城市圈人口、经济发展基本
稳定，外围地区逐渐出现特定产业、休
闲旅游和枢纽物流等特色化集建区，整
个城市圈不断向功能分工明确的协同地
区演进 ( 图 5)。

目前，武汉正处于集聚与扩散并
存的时期，核心功能逐步集聚，非核心
功能依然在核心地区占据大量土地。武
汉产业在 2013 年进入第三产业主导的
阶段，即开始进入服务主导的时代；但
GDP、常住人口在城市圈中的比重仍在
持续上升。未来一段时间，正是武汉功
能等溢出效应不断显现、武汉城市圈逐
渐转向均衡发展的阶段，需要提前谋划
未来协同发展的目标与策略。

2.2空间维度：以“圈层”定协同

理念

特大城市在城市圈层面一般关注两
大圈层。第一大圈层为一体化的近域地
区，一般为距离核心城市中心地区 60
～ 80　km 的范围，总面积约为 1 万～ 1.5
万平方千米，此圈层是与中心城市在建
设用地、空间布局上基本一体化的地区。
第二大圈层为功能相互关联的协同圈层，
一般为距离核心城市中心地区 150　km
的范围，总面积约为 3 万～ 5 万平方千
米，此圈层建设用地连绵度一般较低并
呈现出城镇点状分散的格局。

近域圈层是都市区一体化地区。都
市区周边地区与中心城市构成了1～1.5
小时的一体化通勤圈，承载了核心城市
与外围地区的大部分通勤量，如东京都
与周边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的日

图 3 芝加哥、都市区、城市圈人口变化 图 4 东京都、都市区、首都圈人口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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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量分别为 92 万、64 万、37 万，占
据了东京与周边七县③通勤量的 97％。

外围圈层是尺度较大、联系偏弱
的地区，重点在于经过协同明确共同
的价值理念与发展目标，并长期共同
坚守。纽约大都市圈的历版规划都明
确提出了共同的目标愿景，如 1968 版
的“控制城市无序蔓延”，1996 版的
“Economy( 经济 )、Environment( 环
境 )、Equity( 公正 )”( 简称“3E”)、
2017版的“公平、健康、繁荣、可持续”等，
并围绕着共同的价值理念列出区域协同
发展的重点行动与空间支撑。东京首都
圈规划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区域规划，但
也明确提出了价值理念引领，如《第五
次首都圈规划 (1999 年 )》提出“分散
型网络格局”的构想，进而提出建设环
状节点都市群、建设环状快速通道、构
建大区域物流系统、推进大区域防灾协
作及推行共同的产业政策等发展建议。

2.3功能维度：以“分工”定内外

格局

基于分异化的空间圈层划分，不同
的空间圈层呈现出差异化的功能协同规
律。都市区周边地区是城市圈的核心地
区，共同承担着与中心城市集聚相匹配
的核心功能，并成为特大城市核心功能
拓展与疏解的主要地区，如东京都行政
功能主要疏解至 35　km 之外的大宫·
浦和地区，大学研发功能疏解至 45　km
之外的立川市，教育科研功能疏解至
60　km 之外的筑波科学城，智能制造疏
解至 65　km 之外的熊谷·深谷地区。因
此，在武汉提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目
标引领下，武汉都市区应打造成为国家
中心城市核心职能的主要承载区。

外围圈层更加关注特色功能发展，
是城市圈一般制造、基础物流、旅游休
闲等功能集聚与城市相关功能疏解布局
的地区。在一般制造方面，外围地区重
点打造特色化产业集群，如芝加哥围绕
150　km 左右的范围形成以卡夫食品完
整产业链条为主的轻工集聚区、以迪尔

机械为主导的重工机械集聚区。在基础
物流方面，外围地区围绕专业物流枢纽、
特色贸易中心等形成特色化节点地区，
如东京在首都圈范围内布局专业物流及
综合枢纽，在 60　km 的范围布局 8 个大
型物流综合枢纽，在 60 ～ 120　km 的范
围布局多个专业流通中心。在旅游休闲
方面，外围地区围绕特色旅游、农副产
业等形成特色化节点地区，如东京都市
圈周边 60 ～ 150　km 的范围内形成了以
国立公园群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产业体系
( 图 6)。

3基于经济地理视角的协同发展

建议

基于经济地理视角分析，发现武汉
城市圈单中心集聚是规律性特征，在武
汉城市发展由集聚走向扩散后，武汉城
市圈也会进入到新的一体化协同阶段；
在空间圈层化、功能内外差异化的规律

导向下，针对性地提出武汉城市圈的应
对策略。

3.1生态优先：强化整个区域共同

价值观的找寻

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的战略导向下，作为长江经济带中部地
区战略节点的武汉城市圈有责任率先探
索生态发展的新思路。因此，武汉城市
圈应将“云梦大泽”“江汉湖群”作为
发展的共同价值观，从生态系统及江汉
流域系统性着眼，统筹好山水林田湖草
等生态要素，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
山的关系，探寻“在发展中保护、在保
护中发展”的新思路。

武汉城市圈应坚守区域生态地理安
全格局，形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价值导向。首先，保护城市群生态环
境基底，梳理武汉城市圈各类生态基本
要素，构建多层次、多功能、复合型的

图 5 单核集聚型城市圈发展的四大阶段特征

图 6 东京城市圈特色化功能布局 图 7 武汉城市圈协同一体的生态网络格局

城市集聚地区 一般城镇 特色产业布局点
图例

功能特色城镇 休闲特色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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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关联法”分析经济上与武汉紧密联系
的地域范围，识别武汉总部对外分支数
量前 20％的区县；采用“人口流动法”
分析通勤上与武汉交往频繁的地域范
围，识别武汉与各区县轨道、客车班次
中通勤人口前 30％的区县。在定性校核
方面，从四个方面识别不受通勤圈限制
的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协同地区，识
别与武汉密切关联的两湖地区⑤等重要
生态空间，识别补充国家中心城市功能
的木兰天池休闲地区等文化旅游地区，
识别天河、山坡南、鄂州东等机场与港
口等重大基础设施统筹地区，识别有空
间整合诉求、用地连绵的一体化发展趋
势地区。最终，在武汉城市圈 35 个区
县单元中，识别划定与武汉联系更加紧
密的大都市区范围，共包含武汉及周边
13 个县市单元，面积为 1.8 万平方千米，
2015 年常住人口为 1　650 万。
3.2.2加强武汉都市区中邻界地区的

协同

邻界地区是区域直接接壤的地区，
受到了新一轮特大城市总规的重点关
注，如“北京 2035”提出的四大跨界
城镇群、“上海 2035”提出的三大跨
界城镇圈等，都希望通过跨界地区的一
体化解决跨市域协同问题。基于此，武
汉城市圈应结合武汉城市核心功能疏解
的趋势、周边节点地区的布局，识别并
划定武汉—孝感、武汉—鄂州、武汉—
仙桃、武汉—咸宁等跨界协同地区，明
确各跨界地区在生态、空间、功能、交
通及服务等方面一体化的核心战略与行

动举措。
3.2.3强化一体化的交通系统支撑

武汉城市圈应构建城际轨道、枢纽
联通等复合式的公共交通体系，形成大
都市区层面同城化、一体化建设的交通
支撑体系。围绕 40 ～ 80　km 的范围形
成以城际铁路为核心支撑的通达体系，
根据实际需求布局城际站点，选取一站
直达、大站到达和交错停站等多层次城
际体系。围绕 30 ～ 40　km 的范围形成
以市域轨道和市郊铁路为核心支撑的通
达体系，形成对内布局成网、对外衔接
城际快轨的轨道体系。此外，强化枢纽
多式联运体系，联通武汉分散布局的各
个枢纽及主要货运园区，形成内部转乘
高效的客货运枢纽系统。

3.3功能疏解：引导城市圈功能差异

化集聚

武汉城市圈首先应识别并统筹布
局武汉都市区功能网络，形成各种层次
分工明确、符合发展趋势的功能布局。
武汉主城区 ( 中心城 ) 层面强化核心功
能集聚，进一步发挥金融、商务和创新
等功能在主城区内部的集聚效应。武汉
“1+6”发展区 ( 中心城及周边地区 ) 层
面强化核心功能协同，协同发挥金融后
台、商务园区、创新基地和交通枢纽等
核心功能的协同效应。武汉都市区 ( 市
域及周边地区 ) 层面重点加强枢纽、文
化休闲等核心功能协同，引导创新要素
的全域扩散。武汉城市圈层面加强一般
功能协作，强化对文化休闲、枢纽组织
和特定制造产业的协同布局。

其次，应顺应功能内外分工的发展
规律，引导武汉核心功能的近域化布局
与非核心功能的全域化疏解。一方面，
引导武汉作为全国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
向紧密圈层集聚。加强武汉都市区协同
建设，提升武汉邻近地区对于全国中心
城市职能的承载作用，构建区域枢纽、
创新板块和企业总部等核心功能协同片
区。另一方面，引导武汉非核心功能向
城市圈外围节点地区疏解。既要推动传

区域生态格局 ( 图 7)。发挥大别山、幕
府山等大小山脉的生态屏障作用，守护
鄂东平原天然湿地群、武湖等分蓄洪区
的天然调节功能；严控自然保护区、水
源保护区和湿地保护区等各类保护区，
以及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和动植物园
等郊野型公园。其次，构建区域协同保
护的生态廊道，链接区域绿廊与都市区
绿楔。以武汉城市圈山脉、水系为骨干，
串联各类生态本底形成网络化的生态廊
道；重点建设长江、汉江、府河、滠水、
连山、梁子湖和西凉湖等区域生态走廊，
加强区域与武汉大都市区的生态廊道衔
接。最后，加强自然资源的统筹管控。
率先开展城市圈层面的资源调查，摸清
山水林湖田的生态本底；加强各类资源
确权登记，明确水资源、森林资源、湿
地资源、耕地资源的归属与管理职责；
探索各类空间规划的整合，建设空间用
途管控、重点区域管控的空间用途管制
体系；从城市圈层面明确开发建设标准，
推动全域共同开展生态修复。

3.2内外分层：关注一体化的大都市

区构建

3.2.1界定武汉大都市区范围

武汉城市圈应基于“定量测度为主，
定性校核为辅”的区县单元分析对武汉
大都市区范围进行界定 ( 图 8)。在定量
分析方面，采用“时空距离法”分析空
间上与武汉紧密联系的地域范围，分别
识别道路交通网络一小时圈④、轨道交
通半小时圈所能到达的区县；采用“企

图 9 武汉城市圈功能协同组织图 8 武汉大都市区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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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制造业、先进制造业中的低端环节、
低端商贸市场等非核心功能的疏解，也
要探索区域合作共赢的发展治理模式，
加强武汉创新及制造平台与外围地区共
建产业园区，探索股份合作制度等创新
协同模式。

3.4协同联动：关注由城镇等级体系

向功能特色体系转变的城市圈构建

3.4.1构建“多廊道、多片区、多板块”

的特色协同布局模式

武汉城市圈存在尺度过大难以统筹
等问题，不仅需要在武汉及周边地区划
定一体化的都市区，还需要将更为广阔
的外围地区划分次区域进行管控，因此
建议构建“多片区、多廊道、多板块”
的复合功能体系。首先，基于区县行政
单元，根据资源同类、文化同源、功能
同质和联系密切等基本原则，识别并划
定鄂黄黄、孝川次、武咸次、天仙潜和
大别山五大次区域。其次，叠加高铁、
城际等主要交通要素，结合各城市间企
业投资关联的主要方向，识别东沿江、
汉宜、武咸和汉孝四条发展走廊。最后，
围绕各行业空间布局、物流枢纽组织体
系和区域资源布局等要素，识别六大特
色功能区并强化其特色发展导向，如天
仙潜工业片区强化轻纺、食品等轻工产
业的建设，鄂州—黄石—黄冈片区强化
装备制造、物流贸易等战略新兴产业集
聚，咸宁—赤壁片区强化温泉休闲集聚
区建设，大别山区强化群峰布局、红色
旅游等休闲体验集聚区建设 ( 图 9)。
3.4.2构建“多节点、特色化”的城镇

功能协同体系

武汉城市圈应推动规划的价值观转
型，挖掘城市在城市圈功能协同格局中
的阶段作用，强化特色化城市识别与培育，
而不强求城镇规模性集聚。一方面，推
动城市圈规划的模式转型，基于现状城
镇特征，顺应城镇体系扁平化与网络化
趋势，提出打破等级体系、构建扁平化
城镇格局的思路，并进一步明确城市在
区域中的专业职能分工，探寻城市走向

特色化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特色城
市不仅应关注区域资源特色的挖掘与统
筹，培育特色资源整合发展能力，还应
强化特色城市在区域协同发展中的专业
化职能建设，探寻在武汉城市圈乃至更
大区域范围的地位与作用，如咸宁应基
于通山—九宫山、温泉谷、隐水洞和三
江森林温泉等多元资源要素的集聚，以
及靠近中三角幕府山的优势，强化武汉
城市圈乃至中三角旅游组织中心的建设。

4结语

我国城市圈、都市区等特大城市联
动周边地区的区域性规划处于刚刚起步
的阶段，既没有固定的套路可以遵循，
也缺少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首先，需
要分析总结国外先进地区的发展经验，
探寻特大城市与周边区域联动发展的规
律，本文基于经济地理视角的分析发现，
时间维度具有以“阶段”定协同模式、
空间维度具有以“圈层”定协同理念、
功能维度具有以“分工”定内外格局的
规律。其次，需要结合城市圈基础特征
进行分析，采取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结
合的分析思路，探寻与之匹配的规律和
方向，提出针对性的策略与建议。最后，
需要明确城市圈功能疏解的差异化布局
特征，引导核心城市功能的近域化布局，
推动非核心功能向外围节点地区疏解，
并依托各地区功能基础打造特色化的功
能集聚片区。此外，研究也表明，所谓
城市圈一体化协同发展，并不等于整个
城市圈层面的一体化与规模化，这并不
符合城市圈所呈现的圈层式布局、阶段
性演变与内外层分工的规律，若一味地
追求城市圈整体的一体化、同质化，反
倒会误导形成城市圈内部各城市恶性竞
争的格局。

[注　释 ]

① 2013 年的《南京都市圈区域空间布局协

调规划》、2014 年的《杭州都市区规划

纲要》、2015 年的《合肥都市圈城镇体

系规划(2015—2030年)》及2016年的《太

原都市区规划 (2016—2035 年 )》都已获

得批复。

②《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宁

波 2049 城市发展战略》《杭州 2050 城市

发展战略》等总规或前期战略都提出了大

都市圈建设的构想。

③东京一都七县指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

千叶县、茨城县、木县、群马县、山梨县。

④以武汉三环线居住 (就业 )区域作为出发

点 (到达点 )，识别驾车 1小时所能到达

的区县。

⑤咸宁—武汉交界地区的斧头湖、西凉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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